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23 [Arts and Culture] Large White Statue Invites People to
Stop and Liste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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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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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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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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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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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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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tatue 8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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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 piece 6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5 water 6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1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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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wor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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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g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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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25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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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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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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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30 soul 4 n.灵魂；心灵；精神；鬼魂 n.一种人，某种人（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） adj.美国黑人文化的 n.(Soul)人名；(英、法)苏尔

3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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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ccident 3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33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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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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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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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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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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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ead 3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40 jersey 3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41 listen 3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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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pieces 3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44 p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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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howing 3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46 shushing 3 [ʃʊʃ] int. 嘘 v. 让某人安静下来 n. 嘘声

47 speci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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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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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toge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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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1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2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3 amazing 2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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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arcelona 2 [,ba:si'ləunə] n.巴塞罗纳（西班牙）

56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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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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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8 eyes 2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59 galerie 2 [gɑ:'leriə] n.画馆 n.(Galerie)人名；(瑞典)加莱里

6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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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63 inside 2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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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66 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67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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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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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lelong 2 勒隆

70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71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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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Manhattan 2 [mæn'hætən; mən-] n.曼哈顿岛（美国的一个区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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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meters 2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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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noise 2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77 profound 2 [prə̍ faʊnd] adj.深厚的；意义深远的；渊博的

78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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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quiet 2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80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81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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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83 sculpture 2 ['skʌlptʃə] n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t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i.从事雕刻

84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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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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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tands 2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87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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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talking 2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90 tall 2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91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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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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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94 us 2 pron.我们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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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97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98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99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100 wonder 2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10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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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10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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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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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08 apartment 1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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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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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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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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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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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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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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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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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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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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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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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12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26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127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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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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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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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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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leveland 1 ['kli:vlənd] n.克利夫兰（美国城市）

133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34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35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36 competed 1 [kəm'piː 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137 competing 1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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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14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14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42 cries 1 v.哭；喊叫（cr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叫喊；传闻（cry的复数）

143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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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4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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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4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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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52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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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55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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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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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59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60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6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62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63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64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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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inger 1 ['fiŋgə] n.手指；指针，指状物 vt.伸出；用手指拨弄 vi.用指触摸；拨弄 n.(F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芬格；(俄)芬格尔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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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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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68 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
169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70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71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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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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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Greenwich 1 ['gri:nidʒ] n.格林威治（英国伦敦东南一市镇，从前皇家天文台的所在地；通过该天文台的经线被定为本初子午
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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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77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78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179 huan 1 宦,中国姓氏的音译

180 Hudson 1 ['hʌdsən] n.哈得孙河

181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8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3 invites 1 [ɪn'vaɪt] vt. 邀请；请求；招致；招待

184 inviting 1 [in'vaitiŋ] adj.诱人的；有魅力的 v.邀请（invite的ing形式）

18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86 jaume 1 若姆

187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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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89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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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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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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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195 lip 1 [lip] n.嘴唇；边缘 vt.以嘴唇碰 adj.口头上的 vi.用嘴唇 n.(Lip)人名；(法)利普；(中)猎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东南亚国家
华语)立

196 lips 1 [lips] n.嘴唇（lip的复数） v.用嘴唇接触；轻轻说出（lip的三单形式） n.(Lips)人名；(德、法、荷)利普斯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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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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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00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01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202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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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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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206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207 miriam 1 ['miriəm] n.米里亚姆（女子名）；米里亚姆（希伯来女先知，摩西和亚伦的姐姐）；苦难之洋

208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09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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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211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12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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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14 Newport 1 ['nju:pɔ:t] n.新港；纽波特（美国罗得岛之避暑胜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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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noises 1 ['nɔɪzɪz] n. 噪音 名词noi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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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19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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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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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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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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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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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227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
228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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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essing 1 ['presiŋ] n.压；冲压件 adj.紧迫的；迫切的；恳切的 v.压；按；熨烫衣物（press的ing形式） n.(Pressing)人名；(德)普
雷辛

230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31 quantity 1 ['kwɔntəti] n.量，数量；大量；总量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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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3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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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3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9 rice 1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24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41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42 scan 1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243 scanned 1 [skænd] adj. 扫描的 动词sc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4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45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46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47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4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49 shand 1 n. 尚德

250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52 silence 1 ['sailəns] n.沉默；寂静；缄默；不谈；无声状态 vt.使沉默；使安静；压制；消除噪音 int.安静！；别作声！

253 silent 1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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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silently 1 ['sailəntli] adv.默默地；静静地

255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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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258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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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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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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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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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64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65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66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267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68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69 surround 1 [sə'raund] vt.围绕；包围 n.围绕物 adj.环绕立体声的

27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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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argeting 1 ['tɑːɡɪtɪŋ] n.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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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75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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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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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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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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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1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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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
284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285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6 viewer 1 n.观察者；观看者；观众；[仪]指示器

287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288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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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291 waterfront 1 ['wɔ:təfrʌnt, 'wɔ-] n.滩，海滨；水边 adj.滨水区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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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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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9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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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97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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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300 window 1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
301 wisdom 1 ['wizdəm] n.智慧，才智；明智；学识；至理名言 n.(Wisdom)人名；(英)威兹德姆

302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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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05 yan 1 [jæn] n. 雁鸣 vi. 作雁鸣声

306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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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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