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02 [Arts and Culture] Olivia Rodrigo, Tony Bennett to
Compete for Grammy Hono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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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3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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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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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8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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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bum 3 ['ælbəm] n.相簿；唱片集；集邮簿；签名纪念册

10 albums 1 n. 专辑，影集（album的复数形式）；相簿，相册

11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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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3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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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18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9 Ariana 1 n. 阿里安娜

20 artist 4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1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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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wad 2 n. 艾斯沃德(在阿曼；东经 56º20' 北纬 24º54')

23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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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5 awards 5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6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27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8 batiste 1 [bæ'ti:st] n.薄织的麻布；细薄毛织料 n.(Batiste)人名；(西、英)巴蒂斯特

29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32 Bennett 3 ['benit] n.班尼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enedict）

33 be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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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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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ieber 1 n. 比伯

36 billie 2 ['bili] n.比利（女子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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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TS 1 ['biː t'iː 'es] 基站设备

39 butter 1 ['bʌtə] vt.涂黄油于；讨好 n.黄油；奶油；奉承话 n.(Butter)人名；(英)巴特；(德、匈)布特

40 categories 1 ['kætɪɡərɪz] n. 类别；种类；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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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42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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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hristopher 1 ['kristəfə] n.克里斯多夫（男子名）

45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46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47 competing 1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4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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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51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5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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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55 donda 1 东达

56 dorothy 1 ['dɔrəθi] n.桃乐茜（女子名）

57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58 duo 1 ['dju:əu] n.二重奏；二重唱；二人组 n.(Duo)人名；(意、西)杜奥

59 eilish 2 n.艾什，埃利什（人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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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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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6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4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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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67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6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69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0 favored 1 [feivəd] adj.有利的；受到优待的；受到喜爱的 v.赞成；宠爱；帮助（favo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以恩惠

71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2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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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aga 3 ['gɑ:gɑ:] adj.天真地；老朽的；狂热的；疯疯癫癫的 n.疯子；老糊涂 n.(Gaga)人名；(塞、罗)加嘉(女名)，加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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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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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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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Grammy 6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
79 grammys 4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，一年一度地奖励录音工业中有特别成就的奖，如奖给灌制唱片方面成绩卓著者的
奖）( Grammy的名词复数 )

80 Grande 1 [gra:nd] adj.重大的，显要的 n.(Grande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格兰德；(法)格朗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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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undy 1 n. 冈迪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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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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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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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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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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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e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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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89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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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91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2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93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94 honors 2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
95 hosting 1 英 ['həʊstɪŋ] 美 ['hoʊstɪŋ] n. 群众或部队的集合；作战 动词h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6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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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9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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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1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02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03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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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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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07 jem 1 abbr.正义与平等运动（JusticeandEqualityMovement）；日本通信卫星（JapanExperimentModule）；日本电器制造者协会标
准（TheStandardofJapaneseElectricalManufacture'sAssociation） n.(Jem)人名；(英)杰姆(男子教名James的昵称)

108 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
109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110 kanye 1 n. 卡内(东经 25º19' 南纬 24º59')

111 kayne 1 n. 凯恩

112 kick 1 [kik] vt.踢；反冲，朝后座 n.踢；反冲，后座力 vi.踢；反冲 n.(Kick)人名；(德)基克

113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14 lady 3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115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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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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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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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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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20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121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22 louder 1 ['laʊdər] adj. 更大声的

123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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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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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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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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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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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28 microphone 2 ['maikrəfəun] n.扩音器，麦克风

12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30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1 mtv 1 [ˌemtiː 'viː ] abbr. 音乐电视（=Music Television）

132 music 5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33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134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35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136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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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ineteen 1 [,nain'ti:n] num.十九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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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Noah 1 ['nəuə] n.诺亚（圣经人物）

141 nominated 3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2 nominee 1 [,nɔmi'ni:] n.被任命者；被提名的人；代名人

143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4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5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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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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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49 olivia 3 [əu'liviə] n.奥利维亚（女子名）

150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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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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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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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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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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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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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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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erform 2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160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61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162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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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osts 2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
165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166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16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68 record 3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69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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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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2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173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174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17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6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77 rodrigo 4 n.罗德里戈（歌曲名称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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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180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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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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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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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4 shoo 2 [ʃu:] vt.发出嘘声将…赶走 vi.发出嘘声赶走 int.嘘（赶走鸟等时所发声音）

185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186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
187 singer 2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188 singers 2 歌手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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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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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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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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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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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ong 3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195 songwriters 1 n.歌词作者，歌曲的词曲作者( songwriter的名词复数 )

196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197 sour 1 ['sauə] adj.酸的；发酵的；刺耳的；酸臭的；讨厌的 vi.发酵；变酸；厌烦 vt.使变酸；使失望 n.酸味；苦事 n.(Sour)人名；
(柬)索

198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199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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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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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02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03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204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205 swift 2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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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售得金额

207 Taylor 2 ['teilə] n.泰勒

208 teen 2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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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1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12 thirteen 1 ['θə:'ti:n] n.十三；十三岁；十三个 num.十三 adj.十三的；十三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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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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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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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15 Tony 3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216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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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revor 1 ['trevə] n.特雷弗（男子名）

21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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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variety 1 [英 [və̍ raɪəti] 美 [vəˈraɪɪti] n.多样；种类；杂耍；变化，多样化

222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223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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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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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227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8 west 7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29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3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1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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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wi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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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3 winners 1 温纳斯

23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5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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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ye 2 [ji:, 弱ji] abbr.酵母抽提物（YeastExtracts）；亚萨卡，乒乓底板（YasakaExtra） n.(Ye)人名；(缅)耶

238 year 1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9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40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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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