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8 [Arts and Culture] New Comic Book Celebrates Life of
Betty Whit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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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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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5 actress 3 ['æktris] n.女演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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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8 agent 1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9 alicia 1 [ə'liʃiə] n.艾丽西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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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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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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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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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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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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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0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1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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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5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26 betty 2 ['beti] n.贝蒂（女子名）

27 biographies 1 [ba'ɪɒɡrəfɪz] n. 传记 名词biography的复数形式.

28 book 5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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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wie 1 ['baui, 'bəui] n.博伊刀（猎刀之一种） n.(Bowie)人名；(英)鲍伊；(德)博维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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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33 carrie 1 ['kæri:] n.卡丽（女名，Caroline的昵称）

3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35 celebrates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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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8 chute 2 [ʃu:t] n.瀑布；斜槽；降落伞；陡坡道 n.(Chute)人名；(法)许特；(英、西)丘特

39 comic 5 ['kɔmik] adj.喜剧的；滑稽的；有趣的 n.连环漫画；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40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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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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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44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45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4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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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49 Emmy 2 ['emi] n.艾美奖（美国电视最高荣誉奖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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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52 explored 1 [ɪks'plɔː d] adj. 探究的；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3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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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56 fisher 1 ['fiʃə] n.渔夫；渔船；食鱼貂 n.(Fisher)人名；(法、俄、丹、德、瑞典、吉尔)菲舍尔；(英)费希尔

57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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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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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62 girls 4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63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64 golden 4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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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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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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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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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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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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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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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74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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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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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7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78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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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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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8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82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83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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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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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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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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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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87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88 lucille 1 [lu:'si:l] n.露西尔（女子名）

89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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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91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9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93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94 Midwest 1 [,mid'west] n.美国的中西部

95 Moore 1 [muə; mɔ:] n.摩尔（男子名）

96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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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98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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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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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nominated 1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nylund 1 尼隆德

103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04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5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06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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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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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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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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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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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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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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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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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18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119 Powell 1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120 print 1 [print] n.印刷业；印花布；印刷字体；印章；印记 vt.印刷；打印；刊载；用印刷体写；在…印花样 vi.印刷；出版；用印
刷体写

121 productions 2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122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23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124 rated 1 ['reɪtɪd] adj.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5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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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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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28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129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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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scene 2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132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33 shand 1 n. 尚德

134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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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5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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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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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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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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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42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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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strips 1 n.条（strip的复数）；分割公债，本息拆离；简易机场 v.剥夺（stirp的三单形式）；剥光…的外皮；把…切成细条；剥
去；拿走

144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145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46 Taylor 1 ['teilə] n.泰勒

147 television 3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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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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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the 1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51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52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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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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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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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157 t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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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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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60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161 turned 2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162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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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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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；荒芜的

16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16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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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white 7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16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171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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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73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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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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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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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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