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18 [Arts and Culture] Afghan Musicians to Recreate Their
Famous School in Portugal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2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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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fghan 3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6 Afghanistan 7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7 afghans 2 n. 阿富汗人

8 ahmad 1 阿哈默德(穆罕默德在《古兰经》中的名称)

9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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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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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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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17 arrived 2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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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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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sylum 1 [ə'sailəm] n.庇护；收容所，救济院

22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23 audiences 1 ['ɔː diənsɪz] 受众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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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26 Barry 1 ['bæri] n.巴里（男子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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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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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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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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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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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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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mpus 2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35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36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37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38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39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0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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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4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43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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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4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46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4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48 Doha 1 ['dauhə] n.多哈（卡塔尔首都）

49 donors 1 供精者

50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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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53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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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nsuring 1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
56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57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58 evacuation 2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
5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0 Exiles 1 英 ['eksaɪl] 美 ['ekzaɪl] n. 放逐；流放；被放逐者 vt. 放逐；流放

61 expresses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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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64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65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66 fighters 1 歼击机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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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led 2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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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7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2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73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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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utures 1 [f'ju tːʃəz] n. 期货 名词future的复数形式.

76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77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78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79 group 5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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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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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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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atton 1 n. 哈顿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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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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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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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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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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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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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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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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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3 inclusiveness 1 [ɪn'kluːsɪv] adj. 包含 ... 在内的；包罗广泛的；包括端点的 [计算机] 包括的

94 institute 4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95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96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7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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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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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Kabul 1 ['kɑ:bəl; kə'bu:l] n.喀布尔（阿富汗的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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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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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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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Lisbon 2 ['lizbən] n.里斯本（葡萄牙首都）

106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107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08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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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11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12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13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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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16 music 3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17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18 musicians 3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119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20 nato 1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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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23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24 objec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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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occupied 1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
12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27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8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29 offices 1 办公室

13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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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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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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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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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5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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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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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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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4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4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2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43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44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45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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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48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49 Portugal 5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150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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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53 Qatar 1 ['kɑ:tə] n.卡塔尔

154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55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156 recreate 2 ['rekrieit, -kri:-] vi.娱乐；消遣 vt.再创造；使得到娱乐/消遣

157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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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160 resettled 1 ['riː 'setld] adj. 再安顿的；再定居的 动词resett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1 resettlement 1 [ri'setlmənt;] n.重新安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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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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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arma 1 n. 萨尔马

165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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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cene 2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168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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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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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eized 2 ['siː zd] adj. 查封的，扣押的 v. 逮住，抓住，咬住（动词seize的过去式,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）

17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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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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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occer 1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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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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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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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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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182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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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185 symbol 2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18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187 taliban 3 n. 塔利班

188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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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TENS 1 十位

19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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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3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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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7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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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99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00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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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1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02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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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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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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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07 us 1 pron.我们

208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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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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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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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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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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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1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16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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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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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0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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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3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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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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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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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2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9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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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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