
2021-09-06 [Arts and Culture] Japanese Artist Makes Life-like
Cardboard Sculptur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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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cardboard 9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
5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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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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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h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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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 ohno 8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ing Officer 职业健康看护官员

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 art 5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3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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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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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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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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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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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9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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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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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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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ma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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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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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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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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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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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tist 3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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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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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31 makes 3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2 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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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aper 3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佩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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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culpture 3 ['skʌlptʃə] n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t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i.从事雕刻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7 artwork 2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38 decorate 2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
39 folding 2 ['fəuldiŋ] adj.可折叠的

40 glue 2 [glu:] vt.粘合；似胶般固着于 n.胶；各种胶合物

41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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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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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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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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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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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48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49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50 putting 2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51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2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53 sculptures 2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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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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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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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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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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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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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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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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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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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gent 1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65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6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67 anime 1 [ə'ni:m, ɑ:'ni:mi:] n.日本动漫；芳香树脂

68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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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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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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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2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73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74 batman 1 n.蝙蝠侠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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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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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bike 1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
78 boxes 1 英 [bɒksɪs] 美 [bɑːksɪs] n. 男式平角内裤 n. 盒子，箱子（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）

79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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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0 Campbell 1 ['kæmbel] n.坎贝尔（姓氏）

81 carving 1 ['kɑ:viŋ] n.雕刻；雕刻品；雕刻术 v.雕刻（carve的ing形式） n.(Carving)人名；(瑞典)卡尔温

82 Caty 1 卡蒂

83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8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85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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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8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89 creations 1 [kri'ː eɪʃnz] n. 创作

90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91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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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94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5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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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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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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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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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02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03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04 famed 1 [feimd] adj.著名的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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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0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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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luing 1 [ɡ'lu ɪːŋ] n. 粘合；贴；胶合；胶粘 动词gl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0 godzilla 1 n.哥斯拉（动画片名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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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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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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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15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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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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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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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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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1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22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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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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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6 lego 1 ['legəu] n.乐高积木（商标名）

127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2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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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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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32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33 measurements 1 ['meʒəmənts] n.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.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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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olding 1 ['məuldiŋ] n.模塑；铸造；装饰用的嵌线

136 monami 1 莫纳米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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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3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0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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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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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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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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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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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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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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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lastics 1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
150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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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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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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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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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157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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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0 recycled 1 [ˌriː 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
161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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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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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robots 1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165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166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6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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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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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170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171 shaping 1 ['ʃeɪpɪŋ] n. 成形；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.

172 showings 1 油气运移；油花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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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ketches 1 英 [sketʃ] 美 [skɛtʃ] n. 速写；素描；草图；概述 v. 草拟；速写；(简略地)描绘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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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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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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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179 stiff 1 adj.呆板的；坚硬的；僵硬的；严厉的；拘谨的；稠的；（价格）高昂的；（酒）烈性的 adv.极其；僵硬地；彻底地 n.
死尸；令人讨厌者；流通票据；劳动者 vt.诈骗；失信

180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181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182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183 terrifying 1 ['tərifai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骇人的；极大的 v.使害怕，使恐怖（terrify的现在分词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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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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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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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89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19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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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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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195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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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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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9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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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arplanes 1 n.军用机( warplane的名词复数 )

20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04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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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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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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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09 wow 1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
21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11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12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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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