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10-30 [Arts and Culture] Google Finds Out What Americans
Are Dressing Up as on Halloween 词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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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3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4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5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6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8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9 and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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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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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12 appears 2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13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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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5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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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17 astronaut 1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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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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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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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1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3 boo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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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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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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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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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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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

的）食品罐头
28

2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candy

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30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29

钱斯

charac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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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Charleston 1 ['tʃa:lstən] n.查尔斯顿（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）
33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34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35 choose 2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3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37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38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39 come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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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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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mon 3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42 corn 3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43 costume 9 ['kɔstju:m, kɔ'stju:m] n.服装，装束；戏装，剧装 vt.给…穿上服装
44 costumes 7 英 ['kɒstjuːm] 美 ['kɑːstuːm] n. 服装；剧装 vt. 提供服装；为 ... 设计服装 adj. 服装打扮的
45 dalmatians 1 n.斑点狗（ Dalmatian的名词复数 ）
46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47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48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49 decidedly 1 [dɪ'saɪdɪdli] adv. 断然地；果断地；明确地；毫无疑问
50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51 dinosaurs 1 ['daɪnəsɔːz] n.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.
52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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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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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55 dress 2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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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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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59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6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61 elephant 1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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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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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66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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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69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7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7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72 frightening 1 ['fraitən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引起突然惊恐的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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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75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76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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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gle 3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79 Halloween 6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80 hating 1 [heɪt] v. 憎恨；厌恶；讨厌 n. 憎恨；厌恶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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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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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

普

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85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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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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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87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88 ideas 3 观念
8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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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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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92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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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5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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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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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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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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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99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00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01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102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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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105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106 lists 1 ['lists] n.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
107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108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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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98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110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11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109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magic 2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113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114 man 5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112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115

map

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
(法)马普

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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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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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6

以)莫雷
120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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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122 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123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12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25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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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127 northernmost 1 ['nɔ:ðənməust] adj.最北的
128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29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130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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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33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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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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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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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38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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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

灭；驱逐

oz 1 [ɔz] abbr.[金融]盎司（ounce） n.(Oz)人名；(以)奥兹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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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

杰；(法)帕日
1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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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14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44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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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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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

典)普莱

popular 7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148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149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150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151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152 rabbits 1 ['ræbɪt] n. 兔子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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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155 rounding 1 adj.圆的；使圆的；[数]凑整的；环绕的 n.[数]凑整；制圆 v.绕行；使变圆；把…弄成整数（round的ing形式）
156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147

人名；(英)朗宁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58 searched 1 ['sɜːtʃt]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，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
159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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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1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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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63 shockingly 1 ['ʃɔkiŋli] adv.怕人地，非常地；不正当地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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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7

肖

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16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167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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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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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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spider 2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171 st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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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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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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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175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176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177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178 superhero 1 英 ['suːpəhɪərəʊ] 美 ['suːpərhɪroʊ] n. 超级英雄
179 surely 1 ['ʃuəli, 'ʃɔ:-] adv.当然；无疑；坚定地；稳当地
180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181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182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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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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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18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87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88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189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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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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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93 tin 3 [tin] n.锡；罐头，罐；马口铁 adj.锡制的 vt.涂锡于；给…包马口铁 n.(Tin)人名；(缅、柬)丁；(印尼)婷；(越)信；(泰、土)
184

廷
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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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4

to

195

top

3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peka 1 [tə'pi:kə] n.托皮卡（美国堪萨斯州之首府）
197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19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199 uncommon 1 [,ʌn'kɔmən] adj.不寻常的；罕有的 adv.非常地
20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01 unusual 2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202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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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us 1 pron.我们
204 users 3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205 vil 1 ['vɪl] 垂直注入逻辑
206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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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08 wandering 1 ['wɔndəriθ] adj.流浪的；漫游的，徘徊的；蜿蜒的 n.闲逛；离题；神志恍惚 v.漫游；闲逛（wander的ing形式）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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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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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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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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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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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16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217 witch 2 [witʃ] n.巫婆，女巫 vt.迷惑；施巫术
218 witches 1 [wɪtʃ] n. 女巫；巫婆 vt. 施巫术 vi. 用神杖发现地下水源或矿物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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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wizard 1 n.男巫；术士；奇才；向导程序 adj.男巫的；巫术的
221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222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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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4 worn 1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225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2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227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28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229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30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231 zombie 1 ['zɔmbi] n.行尸走肉；蛇神；木讷呆板的人
232 zombies 1 n. 僵尸；生性怪癖的人；僵尸电脑（zombie的复数）
2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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