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8 [Arts and Culture] AKC Dog Registry Recognizes the
Mudi, Russian Toy Bree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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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kc 9 abbr. =American Kennel Club 美国养狗协会；American Kennel Club 美国养狗人俱乐部

5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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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dog 8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8 dogs 7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9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Russian 6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12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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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reed 5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14 breeds 5 [briː d] v. 繁殖；养育；引起，产生；教养 n. 品种；血统

15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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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mudi 5 马地犬

1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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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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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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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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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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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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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7 Hungarian 3 [hʌŋ'gεəriən] adj.匈牙利的；匈牙利语的 n.匈牙利人；匈牙利语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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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0 purebred 3 ['pjuəbred] adj.（动物）纯种的 n.纯种的动物

31 registry 3 ['redʒistri] n.注册；登记处；挂号处；船舶的国籍

32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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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4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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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o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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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8 agility 2 [ə'dʒiləti] n.敏捷；灵活；机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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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0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41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42 aristocracy 2 [,æri'stɔkrəsi] n.贵族；贵族统治；上层社会；贵族政治

43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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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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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6 breeding 2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47 Caty 2 卡蒂

48 club 2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49 companion 2 [kəm'pænjən] n.同伴；朋友；指南；手册 vt.陪伴 n.(Companion)人名；(英)康帕宁

50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51 herd 2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52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53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54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5 kennel 2 n.狗屋；养狗场；[建]阴沟；一群狗 vt.把…关进狗舍；宿于狗舍 vi.待在狗舍里 n.(Kennel)人名；(德)肯内尔

56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57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望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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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ixed 2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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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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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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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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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recognition 2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66 recognizes 2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67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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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eiter 2 n. 塞特

69 shaggy 2 ['ʃægi] adj.蓬松的；表面粗糙的；毛发粗浓杂乱的

70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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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1 skills 2 技能

7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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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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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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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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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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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79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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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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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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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abuses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8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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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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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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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9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9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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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2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93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94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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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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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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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00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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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103 competitions 1 竞赛

104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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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07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0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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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dislike 1 [dis'laik] vt.不喜欢，厌恶 n.嫌恶，反感，不喜爱

111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12 duchess 1 ['dʌtʃis] n.公爵夫人；女公爵；雍容华贵的妇女；小老板娘 vt.（澳）盛情款待；讨好 vi.热情款待；讨好

113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114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15 energetic 1 [,enə'dʒetik] adj.精力充沛的；积极的；有力的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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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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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nvelope 1 ['envələup] n.信封，封皮；包膜；[天]包层；包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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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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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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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23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24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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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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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128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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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gina 1 ['dʒi:nə] 吉纳(女子名)

131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32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133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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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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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38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39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140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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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143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44 inactive 1 [in'æktiv] adj.不活跃的；不活动的；怠惰的；闲置的

145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6 intelligent 1 [in'telidʒent] adj.智能的；聪明的；理解力强的

147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48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49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150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51 labradoodle 1 n.拉布拉多德利犬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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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andowners 1 n.土地拥有者，地主( landowner的名词复数 )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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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56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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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ively 1 ['laivli] adj.活泼的；生动的；真实的；生气勃勃的 n.(Lively)人名；(英)莱夫利

159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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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oves 1 [lʌv] v. 爱；热爱；喜欢 n. 爱；热爱；爱情；恋爱；喜爱；情人；(网球)零分

161 mail 1 [meil] n.邮件；邮政，邮递；盔甲 vt.邮寄；给…穿盔甲 vi.邮寄；寄出 n.(Mail)人名；(法)马伊

162 mailing 1 ['meiliŋ] n.邮寄；邮件；（苏格兰）农场租金 adj.邮递的 v.邮寄；给…装甲（mail的ing形式） n.(Mailing)人名；(捷)迈林

163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64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65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66 medium 1 ['mi:diəm, -djəm] adj.中间的，中等的；半生熟的 n.方法；媒体；媒介；中间物

167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8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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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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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2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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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5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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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77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178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79 package 1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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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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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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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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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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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87 predictable 1 [pri'diktəbl] adj.可预言的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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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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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uli 1 ['pu:li] n.匈牙利长毛牧羊狗

191 pumi 1 pumice 轻石、浮石；用浮石去污、磨光； n.；普米族；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

192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193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19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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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7 registers 1 英 ['redʒɪstə(r)] 美 ['redʒɪstər] v. 登记；记录；注册；挂号 n. 登记簿；记录；暂存器 n. [语]语域；[音]音域通风调节设备

198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199 responsibly 1 [ri'spɔnsəbli] adv.负责地，可信赖地

200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01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02 rodents 1 英 ['rəʊdənt] 美 ['roʊdənt] n. 啮齿动物 名词rodent的复数形式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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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205 sheepdogs 1 n.牧羊犬( sheepdog的名词复数 )

20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07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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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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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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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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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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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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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tamp 1 [stæmp] n.邮票；印记；标志；跺脚 vt.铭记；标出；盖章于…；贴邮票于…；用脚踩踏 vi.跺脚；捣碎；毁掉 n.(Stamp)
人名；(德)施坦普；(英)斯坦普

216 stamps 1 [stæmps] n. 邮票；印章 名词stamp的复数形式.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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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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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20 tangled 1 ['tæŋgld] adj.紊乱的；纠缠的；缠结的；复杂的

221 terriers 1 n. 梗类犬（一种小狗，terri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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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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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itles 1 ['taɪtl] n. 标题；称号；头衔；权利 v. 加标题于；授予…称号

226 toys 1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
227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228 trainable 1 ['treinəbl] adj.可训练的；可教育的

229 trainer 1 n.助理教练；训练员；驯马师；飞行练习器；运动鞋 n.(Trainer)人名；(英、德)特雷纳

230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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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us 1 pron.我们

233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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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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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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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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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0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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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estminster 1 ['westminstə] n.威斯敏斯特（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）；议会

24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4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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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4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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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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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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