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8 [Arts and Culture] Sidney Poitier, 1st Black Performer to
Win Best Actor Oscar Dies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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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
3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4 acting 4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5 actor 9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6 actors 4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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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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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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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vertisement 1 [əd'və:tismənt, ,ædvə'taizmənt] n.广告，宣传

11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12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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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6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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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21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22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3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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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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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8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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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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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2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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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ahamas 2 [bə'hɑ:məz] n.巴哈马群岛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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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arack 1 n.贝拉克

36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
37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38 baseball 1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
39 b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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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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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3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4 befriends 1 [bɪ'frend] v. 待 ... 如友；帮助

45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4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7 berry 1 ['beri] n.浆果（葡萄，番茄等） vi.采集浆果 n.(Berry)人名；(法、英、德、意、葡)贝里；(匈)拜里

48 be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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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lack 13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50 blacks 1 ['blæks] n. 黑人 名词black的复数形式.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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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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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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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54 bring 2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55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56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57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8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59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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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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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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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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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6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7 civil 3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68 clashed 1 [klæʃ] n. 冲突；抵触；撞击声 vt. 使…发出撞击声 vi. 引起冲突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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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71 clifford 1 ['klifəd] n.克利福德（男子名）

72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73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74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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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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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mpared 2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78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79 controlled 2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80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8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2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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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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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5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86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87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88 defiant 1 [di'faiənt] adj.挑衅的；目中无人的，蔑视的；挑战的

89 denzel 1 登塞尔

90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91 dies 2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戴
斯；(西)迭斯

92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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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95 dishwasher 2 ['diʃ,wɔʃə] n.洗碗工；洗碟机

96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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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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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octor 2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98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9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00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101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02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03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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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nlightened 1 [in'laitənd] adj.开明的；文明的；进步的；被启发的 v.启迪（enlighten的过去式）

106 entertain 1 [,entə'tein] vt.娱乐；招待；怀抱；容纳 vi.款待

107 entertained 1 英 [ˌentə'teɪn] 美 [ˌentər'teɪn] v. 娱乐；使有兴趣；招待；考虑；抱有；容纳

108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09 escaped 1 [ɪ'skeɪpt] adj.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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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13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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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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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17 field 2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18 filmmakers 1 n.制片人（filmmaker的复数）

119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120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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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3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4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25 footsteps 1 ['fʊtsteps] n. 脚步 名词footstep的复数形式.

126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7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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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forgotten 1 [fə'gɔtn] v.忘记（for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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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1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32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13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34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35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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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38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39 Goldberg 1 ['gəuldbəg] n.犹太老板（尤指在黑人聚居区开店或雇用黑人的）

14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41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42 grace 3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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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45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
146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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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7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48 Halle 1 ['hɑ:lə] n.哈雷（德国城市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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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arlem 1 ['hɑləm] n.黑人住宅区（纽约的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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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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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e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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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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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56 Hillel 1 ['hilel] n.希勒尔（男子名）

157 him 3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58 his 9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9 Hollywood 4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60 honorary 2 ['ɔnərəri] adj.荣誉的；名誉的；道义上的 n.名誉学位；获名誉学位者；名誉团体

161 honoring 1 履行

162 honors 1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
163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164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5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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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n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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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9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170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171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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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7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4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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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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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jackie 1 ['dʒæki] n.杰基（人名）

178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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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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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83 Klan 1 [klæn] n.三K党（等于KuKluxKlan）

184 Klux 1 n.光照强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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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kravitz 1 n. 克拉维茨

187 Ku 1 abbr.堪萨斯大学（UniversityofKansas）；科威特航空公司（KuwaitAirways）；哥本哈根大学（KobenhavnsUniversitet） n.
(Ku)人名；(日)矩(名)

18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89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90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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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93 lenny 1 n.连尼传（电影名）

194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95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6 lilies 2 ['lɪli] n. 百合花；莉莉（女子名） adj. 纯白的

19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98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99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00 lone 1 [ləun] adj.单身的；独自的；寂寞的；人迹稀少的 n.(Lone)人名；(西、肯)洛内；(丹)隆娜；(缅)伦

201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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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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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orraine 1 [ləu'rein] n.洛林（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）；罗琳（人名）

204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205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06 lo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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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uther 1 ['lju:θə] n.卢瑟（男子名）

208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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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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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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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man 4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13 marry 1 ['mæri] vt.嫁；娶；与……结婚 vi.结婚 n.(Marry)人名；(阿拉伯)马雷；(法)马里

214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215 mason 2 ['meisən] n.泥瓦匠；共济会会员（等于freemason） vt.用砖瓦砌成

216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17 medal 1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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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20 messages 2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221 Miami 2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222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223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224 mistreated 1 [ˌmɪs'triː t] v. 虐待

225 monster 1 ['mɔnstə] n.怪物；巨人，巨兽；残忍的人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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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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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mourning 1 ['mɔ:niŋ, 'məun-] n.哀痛；服丧 v.哀伤；为…哀悼（mourn的ing形式）

229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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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movies 3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232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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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urder 1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235 murdered 1 英 ['mɜːdə(r)] 美 ['mɜ rːdər] n. 谋杀；谋杀案；<俚>要命的事 vt. 谋杀；糟蹋；损坏 vi. 谋杀

236 musician 1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
237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238 Negro 1 ['ni:grəu] n.黑人 adj.黑人的

239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40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1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2 newsweek 1 [nju:zwi:k] n.新闻周刊（美国一杂志）

243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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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6 nothing 2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47 nuns 1 n. 修女；尼姑 名词nun的复数形式.

248 Obama 2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249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50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51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52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53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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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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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56 onl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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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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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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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Oscar 4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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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1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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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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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64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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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66 patch 1 [pætʃ] n.眼罩；斑点；碎片；小块土地 vt.修补；解决；掩饰 vi.打补丁 n.(Patch)人名；(英)帕奇

267 patient 2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268 pawn 2 [pɔ:n] n.典当；抵押物；兵，卒；人质 vt.当掉；以……担保

269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0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71 performance 3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72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73 perry 1 ['peri] n.梨酒

274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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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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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layed 4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77 playwright 1 ['pleirait] n.剧作家

278 pleasant 1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
279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80 polite 1 [pə'lait] adj.有礼貌的，客气的；文雅的；上流的；优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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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83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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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85 presented 2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8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7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288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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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risoner 2 ['prizənə] n.囚犯，犯人；俘虏；刑事被告

290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91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92 racist 1 ['reisist] n.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的

293 raisin 1 ['reizən] n.葡萄干 n.(Raisin)人名；(法)雷森

294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295 rather 2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96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97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98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99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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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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30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303 revealing 2 [ri'vi:liŋ] adj.透露真情的；有启迪作用的；袒胸露肩的 v.揭示；展现（reveal的ing形式）

304 rights 3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0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306 Robinson 1 ['rɔbinsn] n.罗宾逊（男子名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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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309 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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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11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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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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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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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31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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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hoeshine 1 ['ʃu:ʃain] n.鞋油；擦皮鞋；擦亮的皮鞋面

32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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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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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idney 3 ['saidni] n.西德尼（男子名）；茜德尼（女子名）

325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326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27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328 sir 2 n.先生；（用于姓名前）爵士；阁下；（中小学生对男教师的称呼）先生；老师 n.（苏丹、德）西尔（人名）

329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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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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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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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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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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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336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37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338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339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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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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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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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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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supremacist 1 [sju'preməsist, sə-] n.至上主义者 adj.至上主义者的

345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46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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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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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he 5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50 theater 2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351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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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53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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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56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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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ibbs 1 [人名] 蒂布斯

359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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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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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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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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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64 tomatoes 1 英 [tə'mɑ tːəʊz] 美 [tə'mɑ tːoʊz] n. 番茄；西红柿 名词tomato的复数形式.

365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6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67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368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6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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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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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us 3 pron.我们

37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74 virgil 1 ['və:dʒil] n.维吉尔（男子名，古罗马诗人）

375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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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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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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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81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8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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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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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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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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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387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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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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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89 white 7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90 whites 1 ['waɪts] n. 白带；白色衣物；白糖 名词white的复数形式.

391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
392 whose 2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9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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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win 2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96 wishes 1 [wɪʃ] v. 希望；想要 n. 愿望；命令；渴望；祝颂（表达这个意思时，常用复数）

397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8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99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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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1 worker 2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402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40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04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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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407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0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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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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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41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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