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3-20 [Arts and Culture] The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Returns
to America's Capital 词频表
the 6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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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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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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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festival 13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7 cherry 12 ['tʃeri] n.樱桃；樱桃树；如樱桃的鲜红色；处女膜，处女 n.(Cherry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谢里；(英)彻丽(女子教名Charity
6

的昵称)

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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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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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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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2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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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r 8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4 blossoms 7 英 ['blɒsəm] 美 ['blɑːsəm] n. 花；开花；全盛期 vi. 开花；成长
15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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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

伯)赛义德

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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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blossom 6 ['blɔsəm] vi.开花；兴旺；发展成 n.花；开花期；兴旺期；花开的状态 n.(Blossom)人名；(英)布洛瑟姆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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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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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being 5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1 bloom 5 [blu:m] n.花；青春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使茂盛 vi.开花；茂盛 n.(Bloom)人名；(瑞典、西)布洛姆；(英)布卢姆
22 events 5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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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marc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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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0

进行曲

national 5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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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8 trees 5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的
27

复数形式

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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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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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2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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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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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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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

的）食品罐头

service 4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36 Washington 4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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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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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9 buds 3 [bʌd] n. 芽；花蕾 vi. 发芽；萌芽 vt. 使发芽
40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41 event 3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42 flowers 3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43 flying 3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4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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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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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47 kite 3 n.风筝 vi.使用空头支票；像风筝一样飞；轻快地移动 vt.骗钱；涂改（支票） n.(Kite)人名；(塞)基特；(英)凯特
48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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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mayhew 3 n.(Mayhew)人名；(英)梅休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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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52 par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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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peak 3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37
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54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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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lace

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56 spring 3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开
55

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temperatures 3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58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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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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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61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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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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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64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5 activities 2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66 adding 2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67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68 anniversary 2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69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70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71 armor 2 ['ɑ:mə] n.[军]装甲；盔甲 vt.为…装甲 n.(Armor)人名；(法、英)阿莫尔
72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73 basin 2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7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7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76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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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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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elebrating 2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79 conscious 2 ['kɔnʃəs] adj.意识到的；故意的；神志清醒的
80 covering 2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81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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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corate 2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83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84 flower 2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85 freezing 2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86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87 front 2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88 frost 2 [frɔst] vt.结霜于；冻坏 vi.结霜；受冻 n.霜；冰冻，严寒；冷淡 n.(Frost)人名；(英、捷、葡、瑞典、德、匈、罗、丹、俄)
82

弗罗斯特

gatherings 2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9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91 held 2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89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9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94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95 Internet 2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96 litterst 2 利特斯特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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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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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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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
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yor 2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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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0

以)莫雷
1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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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04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105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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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porches 2 n.门廊( porch的名词复数 )
108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09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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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renewal 2 [ri'nju:əl] n.更新，恢复；复兴；补充；革新；续借；重申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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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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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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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113
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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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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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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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118 tidal 2 ['taidəl] adj.潮汐的；潮的，有关潮水的；定时涨落的 n.(Tidal)人名；(瑞典)蒂达尔
119 tourist 2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12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21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122 weather 2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117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123

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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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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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2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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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124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128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9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130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31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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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3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3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36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13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38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139 ashraf 1 阿什拉芙(女)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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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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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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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14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44 beginnings 1 n. 开始，开端（beginning的复数）；早期
145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146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147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142
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blooms 1 [bluːm] n. 花；开花；最佳时期；花期 v. 开花；繁盛
149 bowser 1 ['bauzə] n.加油车；水槽车 n.(Bowser)人名；(英)鲍泽
150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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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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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3 cam 1 [kæm] n.凸轮 n.(C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卡姆
154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155 cautious 1 ['kɔ:ʃəs] adj.谨慎的；十分小心的
156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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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8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159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160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161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162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163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164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16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166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167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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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6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70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171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72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173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174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75 Diana 1 [dai'ænə] n.黛安娜（女子名，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）；月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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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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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178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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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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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182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183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77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8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6 exchanges 1 ['ɪks'tʃeɪndʒs] n.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.
18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88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189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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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feels 1 [fiː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192 firmly 1 ['fə:mli] adv.坚定地，坚决地；坚固地，稳固地
193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184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194

1 [freim] n.框架；结构；[电影]画面 vt.设计；建造；陷害；使…适合 vi.有成功希望 adj.有木架的；有构架的 n.(Frame)人
名；(英)弗雷姆

frame

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196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195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19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19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00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197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202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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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01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05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204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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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

home

207

homes

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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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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208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211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12 inc 1 abbr. 公司(=incorporated )
213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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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216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217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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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8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19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220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210
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joked 1 英 [dʒəʊk] 美 [dʒoʊk] n. 笑话；玩笑 v. 说笑话；开玩笑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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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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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halil 1 哈利勒
224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225 kuroishi 1 n. 黑石(在日本；东经 140º34' 北纬 40º37')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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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228 leaf 1 [li:f] n.叶子；（书籍等的）一张；扇页 vi.生叶；翻书页 vt.翻…的页，匆匆翻阅 n.(Leaf)人名；(英)利夫
229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230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223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2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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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33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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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32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236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235

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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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39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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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242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243 monument 1 ['mɔnjumənt] n.纪念碑；历史遗迹；不朽的作品 vt.为…树碑
244 muriel 1 ['mjuəriəl] n.穆里尔（女子名）
245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246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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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249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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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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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252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25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254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255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25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257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25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259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260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261 organizers 1 ['ɔː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262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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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

灭；驱逐

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265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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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64
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see 1 [,əuvə'si:] vt.监督；审查；俯瞰；偷看到，无意中看到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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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266

(法、德)帕拉德

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270 petal 1 n.花瓣
271 photographers 1 n. 摄影师；摄像师（photographer的复数）
272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273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269
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274

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plant

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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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 presentations 1 n. 展示；自我介绍；业务陈述（presentation的复数形式）
278 presen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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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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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75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281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282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283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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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28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287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288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289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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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92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29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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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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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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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95

人名；(英)赖特
297

ryo 1 Roll your own(write your own program,derived from cigarettes rolled yourself with tobacco and paper)。 你自己做吧(自己编写程
序,源于自己卷制香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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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30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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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2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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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

话·威妥玛)

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305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306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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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309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310 squares 1 [sk'weəz] n. 方刚 名词square的复数形式.
311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312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13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314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304

朗格

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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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318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319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315

的）售得金额

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321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322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32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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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326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327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328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329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330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331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332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333 us 1 pron.我们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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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336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337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33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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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34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341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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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343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339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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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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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6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34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348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349 zoom 1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3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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