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27 [Arts and Culture] Popular Seasonal Train Shows 词汇词汇
表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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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orns 1 ['eɪkɔː nz] 坚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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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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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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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ertise 1 ['ædvətaiz] vt.通知；为…做广告；使突出 vi.做广告，登广告；作宣传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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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exandria 1 [,ælig'zɑ:ndriə] n.亚历山大港（位于埃及）；亚历山大市（美国弗吉尼亚一城市）；亚历山大大帝

10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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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6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7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8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 applied 3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20 architect 2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21 architectural 1 [,ɑ:ki'tektʃərəl] adj.建筑学的；建筑上的；符合建筑法的

22 architecture 4 n.建筑学；建筑风格；建筑式样；架构

23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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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5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6 arrangement 1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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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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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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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heville 1 ['æʃvil] n.阿什维尔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西部城市）

31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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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34 attractions 1 [ət'rækʃnz] 知名旅游吸引物

3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6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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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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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asement 2 ['beismənt] n.地下室；地窖

39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0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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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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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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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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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rries 1 ['berɪz] n. 浆果 名词berry的复数形式.

46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7 bo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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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otanical 7 [bə'tænikəl] adj.植物学的 n.植物性药材

49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0 buildings 3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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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usse 8 n. 巴斯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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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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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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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57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58 Carson 2 ['kɑ:sən] n.卡尔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59 celebrated 1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61 Cincinnati 2 [,sinsi'næti] n.辛辛那提（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）

62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3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4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65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66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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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mpan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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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69 copy 2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70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71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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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uple 2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74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5 creates 2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76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77 credits 1 [k'redɪts] 演职员名单

78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79 decorate 1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
80 decorated 3 ['dekəreitid] adj.装饰的，修饰的 v.装饰，修饰（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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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esign 2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83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84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85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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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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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9 display 4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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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isplays 5 [dɪsp'leɪz] n. 显示器；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.

91 Dolan 7 n. 多兰

92 dorothy 1 ['dɔrəθi] n.桃乐茜（女子名）

93 dried 3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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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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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97 edible 1 ['edibl] adj.可食用的 n.食品；食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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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100 else 2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01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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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0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05 estate 2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106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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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09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110 exhibit 2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111 exhibition 1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112 exhibitions 1 [eksɪ'bɪʃnz] 制造业展览会

113 exhibits 1 [ɪɡ'zɪbɪt] v. 展览；陈列；展示；表现 n. 展品；展览

114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15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16 famous 3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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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eatured 2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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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21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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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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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6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127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28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129 garden 5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130 gardens 2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
131 gifted 1 ['giftid] adj.有天赋的；有才华的 v.给予（gift的过去分词）

132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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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greenery 1 ['gri:nəri] n.绿色植物；温室

134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5 gundy 1 n. 冈迪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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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andful 1 ['hændful] n.少数；一把；棘手事

138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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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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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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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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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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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144 his 1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45 holiday 4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46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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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149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50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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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umorous 1 ['hju:mərəs] adj.诙谐的，幽默的；滑稽的，可笑的

15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53 imagination 3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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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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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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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58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
159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61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3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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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Jane 2 [dʒein] n.简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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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Karen 1 ['ka:rən] n.凯伦（人名）；克伦邦（缅甸邦名）

167 katherine 1 ['kæθərin] n.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168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169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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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71 lamppost 1 ['læmppəust] n.街灯柱；路灯柱

172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73 landmarks 4 ['lændmɑːks] n. 地标，陆标；里程碑（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）

174 landscape 2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175 landscapes 1 ['lændskeɪp] n. 风景；风景画；山水；[计]横向 v. 美化景观

17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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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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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79 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180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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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83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4 liked 2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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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87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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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ove 2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89 mad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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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ag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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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gical 1 ['mædʒikəl] adj.魔术的；有魔力的

192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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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nsion 2 ['mænʃən] n.大厦；宅邸 n.(Mans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195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6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97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198 matchstick 1 ['mætʃstik] n.火柴棍，火柴杆；火柴杆似的东西

199 matchsticks 1 n.火柴杆，火柴杆似的东西( matchstick的名词复数 )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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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terials 3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202 matteo 2 n. 马泰奥

203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04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205 Midwest 1 [,mid'west] n.美国的中西部

206 Midwestern 2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207 model 2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208 models 3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209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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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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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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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14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15 museums 1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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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18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19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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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21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2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23 nuts 1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
224 object 2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25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2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27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8 offerings 1 ['ɒfərɪŋz] n. 提供之物

229 Ohio 4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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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3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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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33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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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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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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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3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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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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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41 own 3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4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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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佩尔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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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aul 4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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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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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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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50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51 pinecones 1 n.松果（pinecone的复数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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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lace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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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plant 4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255 playful 1 ['pleiful] adj.开玩笑的；幽默的；爱嬉戏的

256 pleasing 1 ['pli:ziŋ] adj.令人愉快的；讨人喜欢的；合意的 v.取悦（please的现在分词）

257 popular 4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58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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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60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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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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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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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63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64 railway 1 ['reilwei] n.（英）铁路；轨道；铁道部门 vi.乘火车旅行

265 ran 2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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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68 Roth 1 [rɔθ] n.罗斯（姓氏）

269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70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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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2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73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27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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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77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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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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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80 shows 7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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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83 slender 1 ['slendə] adj.细长的；苗条的；微薄的

284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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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86 smithsonian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(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) 史密斯森协会(联合国博物馆)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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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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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289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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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91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292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93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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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96 squirrels 1 英 ['skwɪrəl] 美 ['skwɜ rːəl] n. 松鼠；松鼠皮毛 vt. 储存

29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8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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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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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ticks 2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301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02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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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tro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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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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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306 structures 7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07 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308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09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10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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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313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14 teams 2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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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anksgiving 1 n.感恩

317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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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9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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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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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3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4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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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26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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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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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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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0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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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33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34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35 towns 1 n. 汤斯

336 toy 1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托伊；(法)图瓦

337 tracks 1 [t'ræks] n. 轨道；跑道；踪迹；小路；乐曲（名词track的复数） v. 追踪；跟踪（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8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39 train 7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340 trains 3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341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4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3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344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45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34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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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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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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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50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51 using 3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52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53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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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355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56 wanted 2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5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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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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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ebsite 3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6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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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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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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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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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himsical 2 ['hwimzikəl] adj.古怪的；异想天开的；反复无常的

367 whimsy 2 ['hwimzi] n.怪念头；反复无常

36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9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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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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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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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4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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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76 year 9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77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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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York 7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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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