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11-10 [As It Is] Indian Designer Finds Sustainable Way to High
Fashion 词频表
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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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and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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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5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6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7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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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
h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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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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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8

威妥玛)

cloth 5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11 fashion 5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12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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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

伯)赛义德

Tula 5 ['tu:lə; -lɑ:] n.图拉（苏联西部城市）
14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1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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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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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clothes 4 [kləuðz] n.衣服
17 clothing 4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18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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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fabric 4 ['fæbrik] n.织物；布；组织；构造；建筑物
20 high 4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16

名；(英)海伊
21

in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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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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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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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pieces 4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25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6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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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designer 3 [di'zainə] n.设计师；谋划者 adj.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；享有盛名的；赶时髦的
28 factories 3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2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0 India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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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32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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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33

out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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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piece 3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35 sustainable 3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3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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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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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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40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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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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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43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44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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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47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48 consume 2 vt.消耗，消费；使…着迷；挥霍 vi.耗尽，毁灭；耗尽生命
49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50 denim 2 ['denim] n.斜纹粗棉布，丁尼布；劳动布
51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52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53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54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55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56 fabrics 2 ['fæbrɪks] n. 纤维织物 名词fabric的复数形式.
57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58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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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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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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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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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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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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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66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67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68 sa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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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shirts 2 ['ʃɜːts] 衬衫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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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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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74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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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38
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row 2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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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8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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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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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83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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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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86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84
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88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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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9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92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93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94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95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96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97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98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99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10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01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02 cotton 1 ['kɔtən] n.棉花；棉布；棉线 vi.一致；理解；和谐；亲近 adj.棉的；棉制的 n.(Cotton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)科顿；(法)戈
87

登

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104 Delhi 1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105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106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07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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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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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ress 1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110 dresses 1 [dres] n. 服装；女装 v. 打扮；穿衣；穿着；给（某人）穿衣
111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112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113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114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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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17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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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120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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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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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2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25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126 greenhouse 1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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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28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12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130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131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132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133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134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127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136 jeans 1 [dʒi:nz] n.牛仔裤；工装裤 n.(Jeans)人名；(英、意)琼斯
137 knitted 1 ['nitid] adj.[纺]针织的；编织的 v.编织；使紧密结合（knit的过去分词）
138 Kriti 1 ['kri:ti:] n.克里特岛（等于Crete，希腊最大岛屿）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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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41 leftover 1 ['left,əuvə] n.残留物；吃剩的饭菜；剩余物 adj.残余的；吃剩的
142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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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45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46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147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48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149 minor 1 adj.未成年的；次要的；较小的；小调的；二流的 n.未成年人；小调；辅修科目 vi.辅修 n.(Minor)人名；(英)迈纳；
144

(德、法、波、俄)米诺尔
150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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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re

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152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153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54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15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56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151

佩尔

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158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159 playthings 1 n. 玩具（plaything的复数）
16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161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162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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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7
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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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166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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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
程式

purses 1 英 [pɜːs] 美 [pɜːrs] n. 钱包；小钱袋；(获奖)奖金 vt. 皱起；放进钱包
168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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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67

(泰、缅)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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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70 rejected 1 ['riː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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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repurposing 1 [rɪpɜː'pəsɪŋ] n. 重定目标
173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174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175 saree 1 ['sɑ:ri:] n.纱丽服
17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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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69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178

sell

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sellers 1 n. 塞勒斯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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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shand 1 n. 尚德
182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183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18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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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9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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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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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189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0 styles 1 [staɪls] n. 风格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.
191 sunil 1 苏尼尔
19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193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9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9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19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197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198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199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00 unused 1 [,ʌn'ju:zd] adj.不用的；从未用过的
201 unwanted 1 [,ʌn'wɔntid] adj.不需要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；空闲的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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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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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user 1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20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206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07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188

的；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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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210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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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1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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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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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5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16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217 woven 1 ['wəu-vən, 'wəuvən] v.编织；交织（weave的过去分词）；编造 adj.织物的 n.机织织物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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