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24 [Education Report] Singers, Politicians, Doctors among
2022 College Graduation Speake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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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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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or 4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4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5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allergy 1 ['ælədʒi] n.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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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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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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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6 appearances 1 [ə'piərənsɪz] n. 出现；外表；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.

17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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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0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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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king 2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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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 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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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lanta 3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25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26 baseball 1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
27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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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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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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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rkeley 1 ['bə:kli] n.伯克利（姓氏）；贝克莱（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）；伯克利（美国港市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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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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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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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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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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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1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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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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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4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5 Caty 1 卡蒂

46 cause 3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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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eremony 2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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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haracter 2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51 charity 2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52 cheer 1 [tʃiə] vt.欢呼；使高兴；为…加油 n.欢呼；愉快；心情；令人愉快的事 vi.欢呼；感到高兴

53 class 3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54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5 cnn 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56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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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 commencement 6 [kə'mensmənt] n.开始，发端；毕业典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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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mpassionate 2 [kəm'pæʃənit] adj.慈悲的；富于同情心的 vt.同情；怜悯

61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62 contacted 1 英 ['kɒntækt] 美 ['kɑːntækt] n. 接触；联系；熟人 v. (与)联系；(与)接触 adj. 接触的

63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64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5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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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8 crazy 2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6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70 credited 2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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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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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73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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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76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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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79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0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8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2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83 diplomas 1 [dɪp'ləʊməz] pl. 公文；文书；执照；特许证；毕业文凭；学位证书；奖状

84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5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6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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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88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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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90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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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2 donated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93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94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9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96 ed 2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9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98 emory 2 ['eməri] n.埃默里

99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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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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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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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quity 1 ['ekwəti] n.公平，公正；衡平法；普通股；抵押资产的净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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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106 event 9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07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08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09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110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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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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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14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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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amous 3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17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118 fauci 5 n. 福西

119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20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2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22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3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24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5 gender 1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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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2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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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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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132 graduated 1 ['grædjueitid, -dʒu-] adj.累进的；分等级的；毕了业的；为毕业生设立的 v.使毕业；毕业（graduate的过去分词）；
使…升级

133 graduates 2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134 graduating 2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135 graduation 7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136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37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8 Hamilton 2 ['hæmiltən] n.汉密尔顿（男子名）；哈密尔顿（美国城市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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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rvard 5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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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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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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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5 hel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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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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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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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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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50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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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52 h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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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onor 2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154 honorary 1 ['ɔnərəri] adj.荣誉的；名誉的；道义上的 n.名誉学位；获名誉学位者；名誉团体

155 honoring 2 履行

156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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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owev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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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6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61 humorous 1 ['hju:mərəs] adj.诙谐的，幽默的；滑稽的，可笑的

16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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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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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66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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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7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6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69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70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71 in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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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spire 2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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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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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75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6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77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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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9 jaschik 1 雅席克

180 jersey 3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81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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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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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Kean 1 n.基恩（男子名）；肯恩（美国一所大学名）

183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84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85 known 6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86 larg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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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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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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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awrence 1 ['lɔrəns] n.劳伦斯（男子名）

190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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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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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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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96 madea 1 马代亚

197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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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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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2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203 may 10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04 mcconaughey 1 n. Matthew McConaughey；马修·麦康纳；电影明星

205 megaphone 1 ['megəfəun] n.扩音器，喇叭筒 vt.用扩音器对…讲话 vi.用扩音器传达

206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07 memorable 1 ['memərəbl] adj.显著的，难忘的；值得纪念的

208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209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210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11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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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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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Morrison 1 ['mɔrisn] n.莫里森（姓氏）

215 movie 4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16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1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18 Nesmith 3 n. 内史密斯

219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0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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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22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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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25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6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27 NYU 6 abbr. 纽约大学(=New York University)

228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9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30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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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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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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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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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235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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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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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verstate 2 [,əuvə'steit] vt.夸张；夸大的叙述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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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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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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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佩尔

245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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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48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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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50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51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52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53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254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55 perry 5 ['peri] n.梨酒

256 perso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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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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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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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25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0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61 pl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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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63 policies 2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6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5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266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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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269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0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271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72 precious 1 ['preʃəs] adj.宝贵的；珍贵的；矫揉造作的 n.(Precious)人名；(英)普雷舍斯，普雷舍丝(女名)

273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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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275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276 princeton 2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
277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78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79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80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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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ublication 2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82 punish 1 ['pʌniʃ] vt.惩罚；严厉对待；贪婪地吃喝 vi.惩罚

28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84 reasonably 1 ['ri:znəbli] adv.合理地；相当地；适度地

28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86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87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88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89 rutgers 1 n.罗格斯大学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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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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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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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94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5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96 sean 1 [ʃɔ:n] n.肖恩（男子名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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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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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00 s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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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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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302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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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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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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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6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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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08 sick 2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309 sign 2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10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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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ingers 1 歌手

313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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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315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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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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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peak 5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320 speaker 4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
321 speakers 4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322 speaking 4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23 spielberg 1 n.斯皮尔伯格（美国著名导演）

324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25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326 stadium 1 ['steidiəm] n.体育场；露天大型运动场

327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328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329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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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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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朗格

331 strangers 1 [st'reɪndʒəz] n. 陌生人；外地人；新手（st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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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tudents 12 [st'juːdnts] 学生

334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35 swif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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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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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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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aylor 1 ['teilə] n.泰勒

339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40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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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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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the 5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44 their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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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46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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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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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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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52 thrill 1 [θril] n.激动；震颤；紧张 vt.使…颤动；使…紧张；使…感到兴奋或激动 vi.颤抖；感到兴奋；感到紧张

353 thrilled 1 [θrild] adj.非常兴奋的；极为激动的 v.激动（thrill的过去式）；[医]震颤

354 tick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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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tickets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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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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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357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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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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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60 toni 1 ['təuni] n.托妮（女子名）

361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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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tour 2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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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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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6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67 tyler 2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368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69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370 university 1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71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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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us 1 pron.我们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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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7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77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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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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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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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81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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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38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84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85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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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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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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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88 who 1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9 will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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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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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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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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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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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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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98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99 Yankee 1 ['jæŋki] n.美国佬，美国人；洋基队（美国棒球队名）

40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01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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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04 Zealand 3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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