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9 [As It Is] Social Media Personalities Over 70 Change
People's Idea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ARP 1 n. Apple Talk地址转换协议

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3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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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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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9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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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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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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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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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6 aging 2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
17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18 alison 1 ['ælisən] n.艾莉森（女子名）

19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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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1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6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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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9 app 3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30 application 1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31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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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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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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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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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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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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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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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attracted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43 barbara 1 ['ba:bərə] n.芭芭拉（女子名）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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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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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4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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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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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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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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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55 blog 1 英 [blɒɡ] 美 [blɑːɡ] n. 博客；网络随笔；日志

56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57 bloomberg 3 n. 彭博（通讯社名）

58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5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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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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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ryant 3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63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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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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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67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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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69 cathedral 1 [kə'θi:drəl] n.大教堂

70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71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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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74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75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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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holesterol 2 [kə'lestərɔl] n.[生化]胆固醇

78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9 clash 1 [klæʃ] n.冲突，不协调；碰撞声，铿锵声 vi.冲突，抵触；砰地相碰撞，发出铿锵声 vt.使碰撞作声

80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81 competed 1 [kəm'piː 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82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83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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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86 cooks 1 [kʊk] n. 厨师；炊事员 v. 烹调；烧煮；捏造；纂改(账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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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88 costello 3 [kɔs'teləu] n.科斯特洛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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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aley 1 n.戴利（男子名）

91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92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93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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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95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96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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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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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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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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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02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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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3 dressing 1 ['dresiŋ] n.穿衣；加工；调味品；装饰；梳理 v.给…穿衣；为…打扮（dress的现在分词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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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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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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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09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10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11 executive 2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12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13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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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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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17 fashion 2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118 fel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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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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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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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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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itness 4 ['fitnis] n.健康；适当；适合性

123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24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25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6 follower 1 ['fɔləuə] n.追随者；信徒；属下

127 followers 5 英 ['fɔː ləʊəz] 美 ['fɔː loʊəz] n.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.

128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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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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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2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33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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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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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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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39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0 garden 3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141 gay 3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142 gays 2 盖斯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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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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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147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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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149 granddaughter 1 ['græn,dɔ:tə] n.孙女；外孙女

150 grandmas 1 n.<非正>奶奶，外婆( grandma的名词复数 )

151 grandmother 3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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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154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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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handle 2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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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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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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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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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3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64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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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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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her 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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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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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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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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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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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humor 1 ['hju:mə] n.幽默，诙谐；心情 vt.迎合，迁就；顺应

173 ideas 1 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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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identifies 1 [aɪ'dentɪfaɪ] vt. 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，认出；认明；把…看成一样 vi. 认同；感同身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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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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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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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ncorrect 1 [,inkə'rekt] adj.错误的，不正确的；不适当的；不真实的

181 influencer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182 influencers 4 影响者

183 Instagram 4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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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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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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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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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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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Joan 1 [dʒəun] n.琼（女子名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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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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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karwowski 3 卡尔沃夫斯基

194 kidney 1 ['kidni] n.[解剖]肾脏；腰子；个性 n.(Kidney)人名；(英)基德尼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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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97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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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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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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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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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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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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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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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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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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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acdonald 6 [mək'dɔnəld] n.麦克唐纳（姓氏）；麦当劳快餐店 n.(Macdonald)人名；(法)麦克唐纳

209 Mae 1 [mei] n.梅（女子名，等于Mary）

210 Maier 3 n. 梅尔

211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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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1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4 marianne 1 [,mεəri'æn] n.玛丽安（法兰西共和国或其政府的绰号，因以女性为其化身，故名）

215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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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217 matteo 1 n. 马泰奥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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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edia 1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20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
221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22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223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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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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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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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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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23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31 network 2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3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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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3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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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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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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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240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241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42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43 old 6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44 Older 5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45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246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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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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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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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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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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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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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verweight 1 ['əuvəweit, 'əuvə'weit, ,əuvə'weit] adj.超重的；过重的 vt.使负担过重 n.超重

254 owes 1 ['əʊz] v. 亏欠；负债；感恩 动词ow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55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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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5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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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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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partnerships 1 伙伴关系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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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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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ersonalities 1 [ˌpɜːsə'nælɪtɪz] n. 人格；个性；名人 名词personality的复数形式.

265 pictures 2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66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267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68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269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70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271 posts 1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
272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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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75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276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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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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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romote 1 [prəu'məut] vt.促进；提升；推销；发扬 vi.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

281 promotes 1 英 [prə'məʊt] 美 [prə'moʊt] vt. 促进；提升；升迁；发起；促销，推销

282 promoting 1 英 [prə'məʊt] 美 [prə'moʊt] vt. 促进；提升；升迁；发起；促销，推销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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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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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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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each 2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88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89 recalled 1 [rɪ'kɔː 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
29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91 recipe 1 n.食谱；[临床]处方；秘诀；烹饪法

292 recipes 1 ['resəpɪz] 配方

293 remind 1 [ri'maind] vt.提醒；使想起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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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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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aid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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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allin 7 萨兰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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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andra 1 ['sændrə; ,sɔn-] n.桑德拉（女子名）

301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02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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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04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305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06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307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308 sexually 1 ['sekʃuəli] adv.性别地；两性之间地

309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310 she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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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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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13 shrinking 1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14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315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16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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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ocial 10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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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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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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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323 sportswear 1 英 ['spɔː tsweə(r)] 美 ['spɔː rtswer] n. 运动装；休闲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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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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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328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29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30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
331 supporter 1 [sə'pɔ:tə] n.支持者；拥护者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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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swimmer 1 ['swimə] n.游泳者

334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335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336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37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38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39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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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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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42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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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4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45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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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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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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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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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52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353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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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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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55 toby 1 ['təubi] n.托比（男子名）；矮胖老人形啤酒杯

356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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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59 trainer 1 n.助理教练；训练员；驯马师；飞行练习器；运动鞋 n.(Trainer)人名；(英、德)特雷纳

360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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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2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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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65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66 unwell 1 [,ʌn'wel] adj.不舒服的；生病的

367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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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69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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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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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viewpoint 2 ['vju:pɔint] n.观点，看法；视角

373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74 wanted 2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75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76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77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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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ayne 3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
379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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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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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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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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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who 1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6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87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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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90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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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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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93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94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95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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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98 youn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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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younger 2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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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02 zapata 1 [zə'pɑ:tə; sɑ:'pɑ:tɑ:] n.萨帕塔小胡子（用作定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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