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23 [Arts and Culture] Philippine Designer Makes Women's
Clothes Out of Wast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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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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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rian 1 ['eidriən] n.艾德里安（男子名）；艾德里安市（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）

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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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9 alcalde 1 [æl'kældi] n.镇长；市长（等于alcade） n.(Alcalde)人名；(英)阿尔卡德；(西)阿尔卡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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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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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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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sia 2 ['eiʃə] n.亚洲

15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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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8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19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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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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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4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25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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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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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29 bubble 3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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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32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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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ll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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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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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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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loth 2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38 clothes 5 [kləuðz] n.衣服

39 clothing 3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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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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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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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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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mpetitions 2 竞赛

45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47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4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49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50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51 debuts 1 英 ['deɪbju ]ː 美 [deɪ'bju ]ː n. 首次露面；初次登场 v. 初次登场；首次推出

52 delighted 2 [di'laitid] adj.高兴的；欣喜的 v.使…兴高采烈；感到快乐（delight的过去分词）

53 delivered 2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 delivery 3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55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56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57 designer 1 [di'zainə] n.设计师；谋划者 adj.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；享有盛名的；赶时髦的

58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59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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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ress 2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
61 dresses 5 [dres] n. 服装；女装 v. 打扮；穿衣；穿着；给（某人）穿衣

62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3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4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65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66 economical 1 [,i:kə'nɔmikəl] adj.经济的；节约的；合算的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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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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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71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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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ashion 2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74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75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76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8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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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0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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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83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84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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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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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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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88 hangs 1 [hæŋ] v. 悬挂；(使)低垂；悬浮(在空中)；逗留；绞死 n. 悬挂方式；悬挂；绞刑

89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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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92 headdress 1 ['heddres] n.头发编梳的式样；饰头巾

9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4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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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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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6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9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98 ideas 1 观念

99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0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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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2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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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jo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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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06 lalaine 1 [人名] 蕾妮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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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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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10 leonora 1 [,li:ə'nɔ:rə] n.利奥诺拉（女子名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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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13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14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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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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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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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1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18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19 manilla 1 [mə'nilə] n.马尼拉（地名）；吕守绳

120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21 materials 7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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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newspapers 1 [njuːz'peɪpəs] n.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.

124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125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26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7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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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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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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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31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2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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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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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35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6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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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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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packages 1 ['pækɪdʒ] n. 包裹；整批交易 vt. 把 ... 打包；把 ... 进行推销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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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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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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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45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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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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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hilippine 1 ['filipi:n] adj.菲律宾的；菲律宾人的 n.菲律宾人

148 Philippines 2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149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50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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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lastic 4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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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155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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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ortugal 1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158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59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16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61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62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163 recycle 1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
164 recycled 3 [ˌriː 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
165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166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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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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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7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1 rice 1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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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173 sacks 1 [sæks] n. (纸； 麻； 帆布质的)大袋子； 一袋的分量 宽松的短上衣 睡袋； 吊床 (棒球)垒； (橄榄球)成功擒抱四分卫 解
雇 vt. 把 ... 装进袋子； 解雇； (橄榄球)擒抱四分卫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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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atisfaction 1 [,sætis'fækʃən] n.满意，满足；赔偿；乐事；赎罪

17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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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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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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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ewing 3 ['səuiŋ] n.缝纫；缝纫业 v.缝（sew的ing形式） n.(Sewing)人名；(德)泽温；(英)索英

182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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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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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hows 3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85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186 skirt 1 [skə:t] n.裙子 vt.绕过，回避；位于…边缘 vi.沿边走，绕开；环绕

187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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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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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9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91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192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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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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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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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196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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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9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0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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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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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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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5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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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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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0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09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210 us 1 pron.我们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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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used 7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13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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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15 utilize 2 ['ju:tilaiz] vt.利用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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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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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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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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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as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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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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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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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edding 1 ['wediŋ] n.婚礼，婚宴；结婚；结合 v.与…结婚（wed的ing形式） n.(Wedding)人名；(德)韦丁

225 weddings 1 n. 婚礼（wedding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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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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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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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230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3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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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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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4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5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36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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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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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40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
241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
242 wraps 3 [ræp] v. 包；裹；覆盖；隐藏 n. 围巾；披肩；包装材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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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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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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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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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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