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07 [Arts and Culture] Disney Offers 'Star Wars' Fans New
Experienc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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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4 actors 2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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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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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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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usement 3 [ə'mju:zmənt] n.消遣，娱乐；乐趣

11 amusing 1 [ə'mju:ziŋ] adj.有趣的，好玩的；引人发笑的 v.逗乐；打发；使…高兴（amuse的ing形式）

1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n 1 [æn] n.安（女子名）

15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6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7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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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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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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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2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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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24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5 attraction 1 [ə'trækʃən] n.吸引，吸引力；引力；吸引人的事物

26 audience 2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2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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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ased 3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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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2 begins 2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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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5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 boo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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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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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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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0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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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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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n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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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ptain 2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44 Caty 1 卡蒂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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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47 characters 4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48 chewbacca 1 n.丘百卡

49 choose 2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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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52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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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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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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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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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59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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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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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2 created 2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63 creative 2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64 crew 3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65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
66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7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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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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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70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71 Disney 8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72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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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74 eager 1 ['i:gə] adj.渴望的；热切的；热心的 n.(Eager)人名；(英)伊格

75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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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78 engage 2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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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njoy 2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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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ntertainment 2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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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enthusiastic 1 [in,θju:zi'æstik] adj.热情的；热心的；狂热的

84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85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86 excited 2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87 exhib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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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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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0 experience 7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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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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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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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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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96 fight 3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97 filmmaker 1 n.电影制作人；电影摄制者

98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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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0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1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2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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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05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06 galactic 1 [gə'læktik] adj.银河的；乳汁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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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0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0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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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2 guests 4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113 hairy 1 ['hεəri] adj.多毛的；毛状的；长毛的 n.(Hairy)人名；(法)艾里

114 halcyon 2 ['hælsiən] adj.宁静的；平稳的 n.翡翠鸟；神翠鸟 n.(Halcyon)人名；(英)哈尔西恩

115 Han 1 [hæn] n.汉朝；汉民族

116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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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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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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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otels 1 霍特尔斯

12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3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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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5 imaginary 2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126 imagineering 2 [i,mædʒi'niəriŋ] n.想像工程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7 immersed 1 [i'mə:st] adj.浸入的；专注的 v.浸（immer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沉湎于

128 immersive 1 英 [ɪ'mɜːsɪv] 美 [ɪ'mɜ rːsɪv] adj. 使人沉醉的，拟真的，身临其境的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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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0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31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32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33 inspired 2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134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35 involved 2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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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8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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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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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41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42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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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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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sts 1 英 [lɑːst] 美 [læst] v. 持续；维持 adj. 最近的；上一个的；末尾的；最后的 adv. 最后；最近一次 n. 最后来的人（或发生的
事）；鞋楦(做鞋的模型)

146 leads 2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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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eia 1 (=luminescent-enzyme immunoassay) 发光酶免疫测定

149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150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51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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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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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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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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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58 Lucas 1 ['lu:kəs] n.卢卡斯（男子名，等于Luke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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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61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62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163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164 matt 1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165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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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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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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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morrow 1 ['mɔrəu, 'mɔ:-] n.次日；（重大事件后）紧接着的时期；晨间 n.(Morrow)人名；(英)莫罗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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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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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ovies 4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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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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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76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177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178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0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1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82 offers 2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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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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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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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nto 4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187 opened 2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188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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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9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2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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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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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ark 5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96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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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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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00 performance 3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01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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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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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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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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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rincess 1 [prin'ses, 'prinsis] n.公主；王妃；女巨头 n.(Princess)人名；(英)普琳西丝；

207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08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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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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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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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2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1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214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15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216 restaurants 1 餐馆

217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1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19 rides 1 [raɪd] v. 骑；乘 n. 交通工具；骑；乘车；搭便车

220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21 robots 1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222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23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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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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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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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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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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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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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0 ship 5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31 sh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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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3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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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olo 1 ['səuləu] n.独奏；独唱；独奏曲 adj.独奏的；独唱的；单独的 vt.单人攀登；单独驾 vi.单独表演；放单飞 adv.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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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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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39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40 spaceship 1 ['speisʃip] n.[航]宇宙飞船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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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a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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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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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45 stormtrooper 1 [s'tɔː mtruːpər] n. 冲锋队员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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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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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49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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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52 t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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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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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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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the 5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5 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256 theatrical 1 [θi'ætrikəl, θi:-] adj.戏剧性的；剧场的，戏剧的；夸张的；做作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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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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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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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icket 1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263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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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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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68 Trowbridge 3 ['trəubridʒ] n.特洛布里治（英国英格兰南部城镇）

269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70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71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2 us 1 pron.我们

273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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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vacationed 1 [və'keɪʃn] n. 假期；休假；腾出 vi. 度假

275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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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visitors 10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277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278 walt 3 [wɔ:lt] adj.空心的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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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ars 7 英 [wɔː (r)] 美 [wɔː r] n. 战争；斗争 v. 作战；斗争

28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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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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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85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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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87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288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8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90 welcoming 2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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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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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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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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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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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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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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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0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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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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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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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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