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4-09 [Arts and Culture] Music Stars Returning to Venezuela
to Perform 词汇表
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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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sence 1 ['æbsəns] n.没有；缺乏；缺席；不注意
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5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7 afford 2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8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0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1 alejandro 4 n. 亚历杭德罗
12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13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4 al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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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1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8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19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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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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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2 artists 2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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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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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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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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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endance 2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28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9 avoiding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30 backstreet 2 ['bækstri:t] n.（贫穷地区的）后街小巷 adj.偷偷摸摸的；非法的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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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27

匈)邦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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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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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3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3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39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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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bolivar 1 ['bɔlivɑ:] n.委内瑞拉银币 n.(Bolivar)人名；(英)玻利瓦尔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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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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44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 boys 2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46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47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48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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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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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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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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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

的）食品罐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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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Caracas 2 [kə'rækəs] n.加拉加斯（委内瑞拉首都）
54 chairs 1 英 [tʃeə(r)] 美 [tʃer] n. 椅子；(会议的)主席 vt. 主持；当 ... 的主席
5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56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57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58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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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梅

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61 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62 concerts 1 英 ['kɒnsət] 美 ['kɑːnsərt] n. 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 协定；协同安排 vi. 合作
6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64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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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66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67 country 5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60

的

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69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70 daughters 2 n. 多特斯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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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8

土)达伊
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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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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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5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7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7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78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79 Edgar 1 ['edgə] n.埃德加（男子名）
80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81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82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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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84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85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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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c 3 adv.等等，及其他
87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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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89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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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92 fans 3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93 Fernandez 3 费尔南德斯 n.(Fernandez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)费尔南德斯
94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95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6 forgotten 1 [fə'gɔtn] v.忘记（forget的过去分词）
9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98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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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01 gig 1 n.旋转物；鱼叉；轻便双轮马车；现场演出；临时工作 vi.乘轻便双轮马车；起绒；叉鱼 vt.使…起绒；用鱼叉叉；记过处
88

分
102

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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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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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going

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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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106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107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108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109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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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0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104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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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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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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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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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6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111

名；(英)海伊

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18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119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20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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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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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124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25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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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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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ome 2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127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126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129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130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128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132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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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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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effrey 1 ['dʒefri] n.杰弗里（男子名，等于Geoffrey）
135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136 juanes 1 华内斯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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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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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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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

last

139

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141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42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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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140

(俄)利涅

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146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147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148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14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150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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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152 mana 1 ['mɑ:nɑ:] n.神力，超自然力量；威望 n.(Mana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葡、泰、刚(金)、塞拉、塞)马娜(女名)，马纳；(阿拉
151

伯)马尼阿

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154 Mexican 2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155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156 monetary 1 ['mʌnitəri] adj.货币的；财政的
157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15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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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53

以)莫雷

music 5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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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63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164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165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66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67 olvido 1 奥尔维多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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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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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170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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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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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organizers 1 ['ɔː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17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174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169

夜

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176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175

佩尔
1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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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179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180 passionate 1 ['pæʃənit] adj.热情的；热烈的，激昂的；易怒的
181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182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183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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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perform 3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186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mənsɪz] 性能
187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188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189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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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191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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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

莱斯
1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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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lay

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194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195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196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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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93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199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198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201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202 qu 1 [wk] abbr. 夸脱(=quart) abbr. 四分之一(=quarter) abbr. 季度的(=quarterly) abbr. 问题(=question)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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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5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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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restricts 1 [rɪ'strɪkt] vt. 限制；约束
208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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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returning 2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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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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211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ses 1 ['rəʊzɪz] n. 玫瑰 名词rose的复数形式.
214 rough 2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213
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rub 1 [rʌb] vt.擦；摩擦；惹怒 vi.擦；摩擦；擦破 n.摩擦；障碍；磨损处 n.(Rub)人名；(捷)鲁布
216 rubbing 1 ['rʌbiŋ] n.摩擦；研磨；摹拓 v.摩擦；按摩；触痛（rub的ing形式）
21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18 sabe 1 理解 知道 理解能力 n.(Sabe)人名；(日)佐部(姓)；(法)萨布；(西)萨韦
219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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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

拉伯)赛义德

scrape 2 [skreip] n.刮掉；擦痕；困境；刮擦声 vt.刮；擦伤；挖成 vi.刮掉；刮出刺耳声
221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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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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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20

瑞典)塞尔

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22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225 shakira 1 n. 沙基拉; 莎基拉
226 sharp 2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223
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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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7

she

2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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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230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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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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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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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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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235

(姓)；(越)山

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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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37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stars 2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240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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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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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243 superstars 1 n.超级明星（演员、音乐师等）( superstar的名词复数 )
244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245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246 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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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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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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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50 theater 2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2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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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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5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54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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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25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5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259 ticke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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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tickets 4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261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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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262

to

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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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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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transaction 1 [træn'zækʃən, -'sæk-, trɑ:n-] n.交易；事务；办理；会报，学报
266 transactions 1 [træn'zækʃnz] n. 会报；交易 名词transaction的复数形式.
267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26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269 us 1 pron.我们
270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71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272 vehicle 1 ['viː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273 Venezuela 6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274 venezuelans 3 委内瑞拉人（Venezuelan的复数）
275 venue 1 ['venju:] n.审判地；犯罪地点；发生地点；集合地点
276 venues 2 n. 场地，场馆（venue复数形式）；犯罪现场，发生地点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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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villamizar 2 比利亚米萨尔
279 villanueva 2 n. 比亚努埃瓦(在哥伦比亚；西经 72º58' 北纬 10º37')
280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281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82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283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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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28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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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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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9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9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293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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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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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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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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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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9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300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01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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