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3 [Arts and Culture] Ghanaian Artist Turns Glass Waste
into Ar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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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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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ra 1 [ə'krɑ:] n.阿克拉（加纳共和国首都）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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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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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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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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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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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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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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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5 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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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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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
1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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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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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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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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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3 bead 2 [bi:d] n.珠子；滴；念珠 vi.形成珠状，起泡 vt.用珠装饰；使成串珠状

24 beads 1 [biː dz] n. 玻璃珠 名词bead的复数形式.

25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6 blower 1 ['bləuə] n.鼓风机，吹风机；吹制工；<俚>爱吹牛的人 n.(Blower)人名；(英)布洛尔

27 blowers 1 n. 布洛尔斯

28 blowing 3 ['bləuiŋ] n.吹制；吹气法 v.吹；鼓风（blow的现在分词）；充气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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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ttles 1 英 ['bɒtl] 美 ['bɑ tːl] n. 瓶子 vt. 抑制；把 ... 装入瓶内

31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2 broken 2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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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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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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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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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38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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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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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4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2 chihuly 1 n. 奇休利

43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44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45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
46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47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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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5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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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mplexity 1 [kəm'pleksiti] n.复杂，复杂性；复杂错综的事物

53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54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55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6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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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

57 dale 1 n.山谷；排水孔 n.戴尔；黛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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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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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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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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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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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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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68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69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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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72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73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74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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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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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low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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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79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0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81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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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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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84 Ghana 6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
85 Ghanaian 2 [ga:'neiən] adj.加纳的；加纳人的 n.加纳人

86 Ghanaians 1 加纳人

87 glass 24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88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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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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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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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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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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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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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art 2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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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98 his 8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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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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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00 holders 1 n. 持有人（holder的复数）

101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102 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03 hot 2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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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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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107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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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8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09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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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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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item 1 n.条款，项目；一则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 adj.又，同上 v.记下；逐条列出

113 items 1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
114 ivory 1 ['aivəri] n.象牙；乳白色；长牙 adj.乳白色的；象牙制的 n.(Ivory)人名；(英)艾沃里

115 jewelry 2 ['dʒu:əlri] n.珠宝；珠宝类

116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17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18 journey 2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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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kiln 3 [kiln, kil] vt.烧窑；在干燥炉干燥 n.（砖，石灰等的）窑；炉；干燥炉

121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22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23 krobo 1 克罗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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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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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larger 2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26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27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28 learned 3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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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engthen 1 ['leŋθən] vt.使延长；加长 vi.延长；变长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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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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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35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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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a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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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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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manufacture 1 [,mænju'fæktʃə] n.制造；产品；制造业 vt.制造；加工；捏造 vi.制造

141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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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elted 1 [meltid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 v.融化；溶解（melt的过去式）

144 melts 2 [melt] vi. 融化；熔化；消散 vt. 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消散 n. 熔化物；融化；熔解

14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46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147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48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49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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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51 my 3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52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5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55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156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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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59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60 observatory 1 [əb'zə:vitəri, ɔb-] n.天文台；气象台；瞭望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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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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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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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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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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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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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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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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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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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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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assion 3 ['pæʃən] n.激情；热情；酷爱；盛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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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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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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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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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0 pole 2 [pəul] n.杆；极点；电极 vt.用竿支撑 n.(Pole)人名；(英)波尔；(俄)波列；(塞)波莱

181 pottery 2 ['pɔtəri] n.陶器；陶器厂；陶器制造术

182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183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84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185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186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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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89 round 2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19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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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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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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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95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196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197 shops 1 英 [ʃɒp] 美 [ʃɑːp] n. 商店；车间 v. 逛商店；购物；买东西

198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199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00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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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old 2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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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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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206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207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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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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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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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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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televisions 1 n.电视( television的名词复数 ); 电视机; 电视台; 电视系统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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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1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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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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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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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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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23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24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225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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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ri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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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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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urns 3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30 us 1 pron.我们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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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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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3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3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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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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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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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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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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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42 was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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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44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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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47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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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5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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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3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54 wood 2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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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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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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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7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58 workplace 1 ['wə:kpleis] n.工作场所；车间

25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60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261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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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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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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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