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3 [Education Report] Publisher Aims to Help Poor
Children Read More Book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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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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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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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ims 2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 alternative 2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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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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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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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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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8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0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1 book 3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22 books 12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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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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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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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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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9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30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31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32 children 5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3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34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35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36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37 clubs 2 [klʌb] n. 俱乐部；棍棒；(扑克牌中)梅花 v. 用棍棒打；分担花费；凑钱；泡夜总会

38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39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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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mmunities 3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42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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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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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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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redited 1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
45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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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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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onation 2 [dəu'neiʃən] n.捐款，捐赠物；捐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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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educational 2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5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52 eighth 1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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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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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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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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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xpressing 1 v.表达；表达观点（express的ing形式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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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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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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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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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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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68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69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70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伯、
巴基)哈伊

71 har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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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2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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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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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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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77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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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79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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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llel 1 ['hilel] n.希勒尔（男子名）

81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82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8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84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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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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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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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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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0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91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92 judy 1 ['dʒu:di] n.（尤指轻佻的）姑娘

93 ki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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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kindergarten 1 ['kində,gɑ:tən] n.幼儿园；幼稚园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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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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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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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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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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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literacy 3 ['litərəsi] n.读写能力；精通文学

101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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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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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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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07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08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09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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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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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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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1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4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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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Newman 1 ['nju:mən] n.纽曼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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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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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0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121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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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23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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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25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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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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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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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28 patterson 3 n.帕特森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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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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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pl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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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poor 4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33 potter 1 ['pɔtə] n.陶艺家，制陶工人 vt.闲混，虚度 vi.闲逛；慢条斯理地做事 n.(Potter)人名；(英、荷、德、葡)波特

13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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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program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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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publisher 2 ['pʌbliʃə] n.出版者，出版商；发行人

138 publishing 1 ['pʌbliʃiŋ] n.出版；出版业 adj.出版的；出版业的 v.出版；发行（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发表

139 read 4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40 reader 1 ['ri:də] n.读者；阅读器；读物 n.(Reader)人名；(英)里德

141 readers 2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142 reading 2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143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4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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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47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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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50 scholastic 6 [skə'læstik] adj.学校的；学者的；学术的（等于scholastical） n.学者；学生；墨守成规者；经院哲学家

151 schools 4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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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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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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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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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157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158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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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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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161 skills 1 技能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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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64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165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66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67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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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169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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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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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售得金额

171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172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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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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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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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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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17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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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82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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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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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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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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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187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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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us 1 pron.我们

190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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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93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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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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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19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98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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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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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02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0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0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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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