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05 [Arts and Culture] Indians Celebrate Festival of Lights
amid COVID Fea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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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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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4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6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7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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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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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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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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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4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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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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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8 ayodhya 1 n. 阿约提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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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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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illionth 1 ['biljənθ] adj.十亿分之一的；第十亿的 n.十亿分之一；第十亿

24 brightened 1 ['braɪtn] v. 使变亮；使生辉；发亮；开颜

25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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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27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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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0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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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ndle 1 ['kændl] n.蜡烛；烛光；烛形物 vt.对着光检查

32 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
33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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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36 celebrated 2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 celebrating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38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39 celebrations 3 n.庆祝(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); 庆祝会（仪式）

4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4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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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43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(法)
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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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4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7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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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ver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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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0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1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52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
53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54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5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56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7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58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59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60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61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62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63 diwali 3 [di'wɑ:li:] n.排灯节（印度的宗教节日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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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6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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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69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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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2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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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xchanging 1 [eks'tʃeɪndʒɪŋ] n. 交换 动词exch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5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6 explodes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77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78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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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81 festival 4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8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83 fireworks 4 英 ['faɪəwɜːks] 美 ['faɪə̩ wɜːks] n. 烟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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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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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6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8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8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89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91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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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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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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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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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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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0 Hindu 1 ['hindu:; 'hin'du:] adj.印度教的；印度的 n.印度人；印度教教徒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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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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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104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0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6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7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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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8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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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ndia 5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10 Indians 2 n. 印度人

111 infections 4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12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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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5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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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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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8 lamp 1 [læmp] n.灯；照射器 vt.照亮 vi.发亮 n.(Lamp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瑞典)兰普

119 lamps 3 ['læmps] 兰普斯； n.；眼睛(粗鲁语)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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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22 lasers 1 London and South Eastern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伦敦与东南地区图书系统

123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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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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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26 light 4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7 lights 3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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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lit 4 [lit] adj.照亮的，点着的（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 n.(Lit)人名；(瑞典)利特；(老)李

130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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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32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33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34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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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36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3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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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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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1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142 no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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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144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4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6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7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48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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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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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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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53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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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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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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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ollution 3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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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160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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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63 returning 2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164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165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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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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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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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settles 1 ['setl] v. 解决；定居；安顿；平静；结算 n. 背长椅，座位；定居，安顿

170 shand 1 n. 尚德

171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172 sharp 2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173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174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175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176 smog 2 [smɔg, smɔ:g] n.烟雾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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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79 socializing 1 ['səʊʃəlaɪzɪŋ] n. 社交；交际 动词socia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0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181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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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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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185 string 1 n.线，弦，细绳；一串，一行

186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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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189 temples 1 ['templz] n. 寺庙 名词temple的复数形式.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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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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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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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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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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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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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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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20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02 Thursday 2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03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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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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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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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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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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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09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10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211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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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1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4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215 wax 1 [wæks] n.蜡；蜡状物 vt.给…上蜡 vi.月亮渐满；增大 adj.蜡制的；似蜡的 n.(Wax)人名；(德、罗、匈、英)瓦克斯

216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17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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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19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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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21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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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4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225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