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8 [As It Is] Tanzanian Writer Wins Nobel Prize for
Literatur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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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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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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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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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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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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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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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is 8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 literature 7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15 prize 7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6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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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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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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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 Nobel 6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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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 Africa 4 ['æfrikə] n.非洲

26 award 4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7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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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olonial 4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29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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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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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2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 won 4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 writer 4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5 writers 4 ['raɪtəz] 作家

36 Zanzibar 4 [,zænzi'bɑ:; 'zænzibɑ:] n.桑给巴尔岛；桑给巴尔；桑吉巴（位于非洲）

3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8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9 cultures 3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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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41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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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ill 3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43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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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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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6 place 3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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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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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wedish 3 ['swi:diʃ] adj.瑞典的；瑞典语的；瑞典人的 n.瑞典语；瑞典人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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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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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winners 3 温纳斯

54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5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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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writing 3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57 you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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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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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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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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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3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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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rab 2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65 awarded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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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8 born 2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69 both 2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70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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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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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haracters 2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74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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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mes 2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76 cosmopolitan 2 [,kɔzmə'pɔlitən] adj.世界性的；世界主义的，四海一家的 n.四海为家者；世界主义者；世界各地都有的东西

77 England 2 n.英格兰

78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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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80 fate 2 ['feit] n.命运 vt.注定 n.(Fate)人名；(英)费特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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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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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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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appy 2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84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85 himid 2 希米德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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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Indian 2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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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90 liberation 2 [,libə'reiʃən] n.释放，解放

9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92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望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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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odest 2 ['mɔdist] adj.谦虚的，谦逊的；适度的；端庄的；羞怯的 n.(Modest)人名；(罗)莫代斯特；(德)莫德斯特；(俄)莫杰斯特

95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9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97 novel 2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98 olsson 2 n. 奥尔森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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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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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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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aradise 2 ['pærədais] n.天堂 至福境地

103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04 p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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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rominent 2 ['prɔminənt] adj.突出的，显著的；杰出的；卓越的

106 refugee 2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107 regime 2 [rei'ʒi:m, ri-, ri'dʒi:m] n.政权，政体；社会制度；管理体制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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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10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11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112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13 stumbled 2 ['stʌmbl] v. 绊倒；蹒跚；犯错误；无意中发现 n. 绊倒；错误

114 Tanzanian 2 [,tænzə'niən] adj.坦桑尼亚的 坦桑尼亚人

11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6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17 us 2 pron.我们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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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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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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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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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win 2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123 wonderful 2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12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5 you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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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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Zanzibari 2 [,zænzi'bɑ:ri] adj.桑给巴尔的 n.桑给巴尔人

127 abdulrazak 1 阿卜杜勒-拉扎克

128 abeid 1 阿贝德

129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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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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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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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dverb 1 ['ædvə:b] n.副词 adj.副词的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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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3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7 ahlander 1 阿兰德

138 alfred 1 ['ælfrid; -fred] n.阿尔佛雷德（男子名）

139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40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4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2 Anders 1 n.安德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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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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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14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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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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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150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51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52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5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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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56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57 bertrand 1 ['bə:trənd] n.伯特兰（男子名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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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biography 1 [bai'ɔgrəfi] n.传记；档案；个人简介

160 bob 1 [bɔb] n.短发；摆动；浮子；轻敲；悬挂的饰品 vt.剪短；敲击；使上下快速摆动 vi.上下跳动；振动 n.(Bob)人名；(英)鲍勃
(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)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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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163 brilliant 1 adj.灿烂的，闪耀的；杰出的；有才气的；精彩的，绝妙的

16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65 Brodsky 1 n.约瑟夫·布罗茨基

16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67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68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169 Churchill 1 ['tʃə:tʃil] n.邱吉尔（英国政治家及作家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0 ck 1 ['siː k'eɪ] (=cholecystokinin) 缩胆囊素,(=choline kinase) 胆碱激酶,(=circular keratotomy) 环状角膜切开术,(=contralateral knee) 对侧
膝,(=creatine kinase) 肌酸激酶,(=cytokinin) 细胞激动素

171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72 colonialism 1 [kə'ləunjəlizəm] n.殖民主义；殖民政策

173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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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7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77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7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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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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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182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83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84 departure 1 [di'pɑ:tʃə] n.离开；出发；违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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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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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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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9 Doris 1 ['dɔris] n.桃瑞丝（女子名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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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Dylan 1 ['dilən] n.狄伦（男子名）

192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93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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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96 elder 1 ['eldə] n.老人；长辈；年长者；父辈 adj.年长的；年龄较大的；资格老的 n.(El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、土、葡)埃尔德

197 emigrant 1 ['emigrənt] n.移民；侨民 adj.移民的；移居的

198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99 ernest 1 ['ə:nist] n.欧内斯特（男子名）

200 essays 1 ['eseɪ] n. 论文；短评；散文；试图 vt. 尝试

201 Eugene 1 ['ju:dʒi:n] n.尤金（男子名）

20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203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204 excessive 1 [ik'sesiv] adj.过多的，极度的；过分的

205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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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208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9 fantastic 1 adj.奇异的；空想的；异想天开的；古怪的；极好的，极出色的；不可思议的；不切实际的 n.古怪的人

210 farid 1 法里德

211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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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触摸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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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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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215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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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led 1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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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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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22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2 freeing 1 ['friː ɪŋ] n. 解除 动词free的现在分词.

22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24 Gabriel 1 ['geibriəl; 'gɑ:bri:'el] n.加布里埃尔（男子名）；加百利（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）

225 Garcia 1 ['ga:ʃjə] n.加西亚（姓氏）

226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27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2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29 gl 1 abbr. 标距长度(=gage length；gauge length) abbr. 玻璃（=glass） abbr. 接地指示灯（=ground lamp）

230 globalization 1 [,gləubəlai'zeiʃən] n.全球化

231 globalize 1 ['gləubəlaiz] vt.使全球化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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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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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5 greeted 1 [ɡ'riː tɪd] adj. 问候的； 向 ... 致敬的 动词gr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3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37 Harold 1 ['hærəld] n.哈罗德（男子名）

23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3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40 Hemingway 1 ['hemiŋwei] n.海明威（美国小说家）

241 historian 1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
242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43 holy 1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244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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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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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deas 1 观念

248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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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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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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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55 inventor 1 [in'ventə] n.发明家；[专利]发明人；创造者

256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257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58 Johan 1 n. 约翰

259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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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journalism 1 ['dʒə:nəlizəm] n.新闻业，新闻工作；报章杂志

261 karume 1 卡鲁梅

262 kent 1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263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64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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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kronor 1 ['krəunə-ɔn:] n.克朗（瑞典货币单位，krona的复数）

267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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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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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lawless 1 ['lɔ:lis] adj.非法的；无法律的 n.(Lawless)人名；(英)劳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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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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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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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Lessing 1 ['lesiŋ] n.莱辛（本名GottholdEphraim，德国诗人，剧评家及批评家）

274 liberate 1 ['libəreit] vt.解放；放出；释放

275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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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77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78 louise 1 [lu:'i:z] n.路易丝（女子名）

279 lyrics 1 ['lɪrɪks] n. 抒情诗；歌词

280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281 Marquez 1 n.(Marquez)人名；(葡、英、西)马克斯

28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83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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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medal 1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285 memoirs 1 ['memwɑːz] n. 回忆录；论文集；报告 名词memoir的复数形式.

286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287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288 mistreated 1 [ˌmɪs'triː t] v. 虐待

28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90 Morrison 1 ['mɔrisn] n.莫里森（姓氏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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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3 muslim 1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294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295 neill 1 n.(Neill)人名；(法)内伊；(英)尼尔

296 Neruda 1 n.(Neruda)人名；(西、匈、捷)聂鲁达

29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98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299 niklas 1 尼克拉斯

30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01 novelist 1 ['nɔvəlist] n.小说家

302 novelists 1 ['nɒvəlɪsts] 小说家

303 novels 1 ['nɒvlz] 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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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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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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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09 outstanding 1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310 Pablo 1 ['pæbləu] n.巴勃罗（西班牙籍体育明星）；帕布洛（英国水槽产品品牌）；帕布鲁（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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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31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13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314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315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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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philosophy 1 [fi'lɔsəfi, fə-] n.哲学；哲理；人生观

318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319 pilgrim 1 ['pilgrim] n.朝圣者；漫游者；（美）最初的移民 vi.去朝圣；漫游 n.(Pilgrim)人名；(英、德)皮尔格林

320 pilgrims 1 ['pɪlɡrɪmz] 朝圣者

321 Pinter 1 n.品特（姓氏）

322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23 playwrights 1 n.剧作家( playwright的名词复数 )

324 pleasant 1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
325 poet 1 ['pəuit] n.诗人

326 poets 1 Phooey On Everything-Tomorrow's Saturday 对任何事表示轻视(明天是星期六)

327 pollard 1 ['pɔləd] n.截去树梢的树；角被割下的动物 vt.将……截角；将……去梢 n.(Pollard)人名；(西)波利亚德；(英)波拉德

328 Portuguese 1 [,pɔ:tju'gi:z; -'gi:s] adj.葡萄牙的；葡萄牙人的；葡萄牙语的 n.葡萄牙语；葡萄牙人

329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330 prejudice 1 ['predʒudis] n.偏见；侵害 vt.损害；使有偏见

331 preposition 1 [,prepə'ziʃən] n.介词；前置词

33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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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pride 1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
335 Prizes 1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33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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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339 rabindranath 1 拉宾德拉纳特

340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341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342 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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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readers 1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344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34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46 regimes 1 [reɪ'ʒiː mz] 政权

347 repression 1 [ri'preʃən] n.抑制，[心理]压抑；镇压

348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9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350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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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352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353 Saharan 1 [sə'ha:rən] adj.撒哈拉沙漠的；不毛的 n.撒哈拉沙漠之人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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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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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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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shand 1 n. 尚德

359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360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361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
362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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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365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366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367 soyinka 1 索因卡

368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369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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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1 stumble 1 ['stʌmbl] vi.踌躇，蹒跚；失足；犯错 vt.使…困惑；使…绊倒 n.绊倒；蹒跚而行

372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373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74 swahili 1 [swɑ:'hi:li] n.斯瓦希里语；斯瓦希里人 adj.斯瓦希里人的

375 Tagore 1 [tə'gɔ:] n.泰戈尔（印度诗人，曾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，1861-1941）

37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77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78 Tanzania 1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379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80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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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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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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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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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87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88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89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9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91 toni 1 ['təuni] n.托妮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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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39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95 unexpectedly 1 ['ʌnik'spektidli] adv.出乎意料地，意外地

396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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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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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99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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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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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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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403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04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405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406 winston 1 ['winstən] n.温斯顿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407 wole 1 沃莱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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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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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412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413 zimbabwean 1 [zimbebwen] n.津巴布韦人 adj.津巴布韦的；津巴布韦人的（等于Zimbabwia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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