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09-18 [Arts and Culture] Harry and Meghan Appear on Time
'100 Most Influential' List 词汇表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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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ut

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4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5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6 agreements 1 [əɡ'riːmənts] n. 协定
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9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10 Andres 2 ['ændreɪs] n. 安德烈斯
11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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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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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thletic 1 [æθ'letik] adj.运动的，运动员的；体格健壮的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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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8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2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0 biles 1 n. 拜尔斯
21 billie 2 ['bili] n.比利（女子名）
22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23 Britney 2 布里特妮
24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25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2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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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9 casually 2 ['kæʒjuəli] adv.随便地；偶然地；临时地
30 chef 1 [ʃef] n.厨师，大师傅 n.(Chef)人名；(法)谢夫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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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33 compassion 2 [kəm'pæʃən] n.同情；怜悯
34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3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36 conservatorship 1 n.英国管理委员的职位
37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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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19

(法)库尔
40

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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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ers 2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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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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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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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4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4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43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46

1 ['dresid] adj.穿好衣服的；打扮好的；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（特指动物，如鱼，禽类等） v.装饰；给…穿衣；布置
（dress的过去分词）

dressed

duchess 2 ['dʌtʃis] n.公爵夫人；女公爵；雍容华贵的妇女；小老板娘 vt.（澳）盛情款待；讨好 vi.热情款待；讨好
48 duke 2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49 duties 1 [djːtɪs] n. 税；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.
50 editor 2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51 Edward 1 ['edwəd] n.爱德华（男子名）
5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53 eilish 3 n.艾什，埃利什（人名）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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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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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58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59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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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47

触摸

felsenthal 1 n. 费尔森塔尔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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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65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66 foundation 2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67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68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69 Grammy 1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70 guardianship 1 ['gɑ:diən,ʃip] n.监护；监护人的责任
71 gymnast 2 ['dʒimnæst] n.体操运动员
72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73 harry 5 ['hæri] vt.折磨；掠夺；骚扰；使苦恼 n.(Harry)人名；(英)哈里，哈丽(女名)(教名Henry、Harriet的昵称)
7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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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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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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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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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

普

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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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80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81 Hilton 1 ['hiltən] n.希尔顿（姓氏）；希尔顿集团（主营酒店和香烟等）
8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83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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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

in

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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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s 3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86 influential 3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87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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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89 introduction 1 [,intrə'dʌkʃən] n.介绍；引进；采用；入门；传入
90 is 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1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92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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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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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94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95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96 kamala 1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97 kitchen 1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98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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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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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101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102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03 lef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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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05 list 5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106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107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108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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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magazine 2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110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111 mat 1 [mæt] n.垫；垫子；衬边 vt.缠结；铺席于……上 vi.纠缠在一起 adj.无光泽的 n.(Mat)人名；(土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特，
100

玛特(女名)(教名Matthew、Martha、Matilda的昵称)

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113 meghan 5 梅根（人名）
114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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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2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6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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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118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11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20 nonprofit 2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121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22 of 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23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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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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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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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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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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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

杰；(法)帕日

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131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132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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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nered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134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35 performs 1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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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138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139 pictured 1 英 ['pɪktʃə(r)] 美 ['pɪktʃər] n. 照片；影片；描述；图画 vt. 想像；画；拍照
140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141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42 prince 1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143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144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14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146 rap 1 [ræp] vt.抢走；轻敲；敲击致使；使着迷 vi.敲击；交谈 n.轻敲
147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148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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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15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152 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153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154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155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156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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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

拉伯)赛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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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s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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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shand 1 n. 尚德
160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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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

话·威妥玛)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162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163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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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silent 1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166 Simone 1 n. 西莫内; 西蒙娜
167 singers 1 歌手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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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170 Spears 3 [spɪə] n. 叶片；幼芽；幼苗；矛；枪；梭镖；渔叉 名词spear的复数形式.
171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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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173 stallion 1 ['stæljən] n.种马；成年公马
174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175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176 star 2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172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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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177

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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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181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182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83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18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185 sussex 1 ['sʌsiks] n.苏塞克斯（英国郡名）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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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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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189 thee 1 [ði:, 弱ði] pron.你（古英语thou的宾格） n.(Thee)人名；(德)特厄
190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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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92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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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4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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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19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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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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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198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199 TV 2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200 unwavering 2 [ʌn'weɪvərɪŋ] adj. 不动摇的；不犹豫的；坚定的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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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us 1 pron.我们
203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204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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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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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20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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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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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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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14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215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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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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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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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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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1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216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2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2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25 wrote 5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22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27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228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2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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