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mfortable Changes to Office
Wea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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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r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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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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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clothes 10 [kləuðz] n.衣服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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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wear 9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12 comfortable 8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13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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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clothing 7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15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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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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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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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ffice 6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0 pants 6 n.裤子

21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 casual 5 ['kæʒjuəl] adj.随便的；非正式的；临时的；偶然的 n.便装；临时工人；待命士兵

23 dress 5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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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5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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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 wor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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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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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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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usiness 4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1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32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3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4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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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hoes 4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36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7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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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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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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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0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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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42 blazers 3 n. 波特兰拓荒者队

43 demand 3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44 galinsky 3 加林斯基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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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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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kind 3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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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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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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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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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rentals 3 n.住房出租；租金收入（rental的复数形式）

54 sales 3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55 shirts 3 ['ʃɜ tːs] 衬衫

56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7 sports 3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第
三人称单数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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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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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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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times 3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62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3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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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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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6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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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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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71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2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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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rothers 2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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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uttons 2 n. 按钮；纽扣 名词button的复数形式.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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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lorful 2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78 comfort 2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79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80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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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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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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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eelings 2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84 fix 2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85 formal 2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86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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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heel 2 [hi:l] n.脚后跟；踵 vt.倾侧 vi.倾侧 n.(Heel)人名；(德)黑尔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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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89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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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1 jeans 2 [dʒi:nz] n.牛仔裤；工装裤 n.(Jeans)人名；(英、意)琼斯

92 Kirchner 2 柯克纳（人名）

93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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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95 market 2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96 martin 2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97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98 pence 2 [pens] n.便士（penny的复数） n.(Pence)人名；(英)彭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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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sychologist 2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101 rental 2 ['rentəl] n.租金收入，租金；租赁 adj.租赁的；收取租金的

102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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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neakers 2 ['sni:kəz] n.胶底运动鞋（sn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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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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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titch 2 [stitʃ] n.针脚，线迹；一针 vt.缝，缝合 vi.缝，缝合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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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structured 2 ['strʌktʃəd] adj.有结构的；有组织的 v.组织；构成（structure的过去分词）；建造

110 stylish 2 ['stailiʃ] adj.时髦的；现代风格的；潇洒的

111 teeth 2 [ti:θ] n.牙齿

11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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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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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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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worker 2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116 worn 2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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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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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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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22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23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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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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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nkle 1 ['æŋkl] n.踝关节，踝

127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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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30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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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133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134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6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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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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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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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lazer 1 ['bleizə] n.燃烧体；宣布者；颜色鲜明的运动上衣 n.(Blazer)人名；(德)布拉策；(英)布莱泽

140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141 bra 1 [brɑ:, 'seribrə] n.胸罩 n.(Bra)人名；(科特)布拉

142 bras 1 [bras] abbr.宽带接入服务器（BroadbandRemoteAccessServer） n.(Bras)人名；(法)布拉；(英、意)布拉斯

143 brook 1 [bruk] vt.忍受；容忍 n.小溪；小河

144 Brooks 1 [bruks] n.布鲁克斯（姓氏）

145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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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48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49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150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151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152 clasp 1 [klɑ:sp, klæsp] n.扣子，钩子；握手 vt.紧抱；扣紧；紧紧缠绕 vi.扣住

153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154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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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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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158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59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6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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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3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64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65 disks 1 [dɪsks] n. 磁盘 名词disk的复数形式. =discs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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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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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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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71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72 emily 1 ['emili] n.埃米莉（女子名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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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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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5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76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177 experimenting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78 fashionable 1 ['fæʃənəbl] adj.流行的；时髦的；上流社会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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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81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182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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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85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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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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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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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91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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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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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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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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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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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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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dianapolis 1 [,indiə'næpəlis] n.印第安纳波利斯（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）

201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202 innocenzio 1 因诺琴齐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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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jacket 1 n.羽绒滑雪衫；西装短外套；短上衣，夹克；土豆皮；书籍的护封；文件套，公文夹 vt.给…穿夹克；给…装护套；
给…包上护封；〈口〉打

205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06 kay 1 [kei] n.凯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；K字形物 n.(Kay)人名；(中)祁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老、柬)凯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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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209 knowingly 1 ['nəuiŋli] adv.故意地；机警地，狡黠地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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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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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12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3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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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ightweight 1 ['laitweit] n.轻量级选手；无足轻重的人 adj.重量轻的；平均重量以下的

216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17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1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19 loop 1 [lu:p] vi.打环；翻筋斗 n.环；圈；弯曲部分；翻筋斗 vt.使成环；以环连结；使翻筋斗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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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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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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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24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25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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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28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29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230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31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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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33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34 npd 1 n. 核动力示范反应堆

235 offerings 1 ['ɒfərɪŋz] n. 提供之物

236 ohashi 1 大桥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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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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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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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243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44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45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46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47 plast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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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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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ior 1 adj.优先的；在先的，在前的 n.小修道院院长；大修道院的副院长;（隐修院）会长;犯罪前科 n.(Pri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
葡、捷)普里奥尔；(英)普赖尔；(意)普廖尔

251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52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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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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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55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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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7 rent 1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
258 renting 1 ['rentɪŋ] n. 租用 动词ren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9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60 rethinking 1 [ˌriː 'θɪŋk] v. 再想；再考虑 n. 再思考；反思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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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263 rows 1 英 [rəʊz] 美 [roʊz] n.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.

264 runway 1 ['rʌnwei] n.跑道；河床；滑道

26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6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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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har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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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69 shoe 1 [ʃu:] n.鞋；蹄铁；外胎 vt.给……穿上鞋；穿……鞋 n.(Shoe)人名；(英)休

270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271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72 slides 1 [s'laɪdz] n. 滑梯；幻灯片 名词slide的复数形式.

273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
27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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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77 sportswear 1 英 ['spɔː tsweə(r)] 美 ['spɔː rtswer] n. 运动装；休闲服

278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79 stevensville 1 n. 史蒂文斯维尔(在美国；西经 76º19' 北纬 39º00')

280 stretchy 1 ['stretʃi] adj.有弹性的；能伸展的

281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82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83 styles 1 [staɪls] n. 风格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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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286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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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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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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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9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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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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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95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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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98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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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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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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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aist 1 [weist] n.腰，腰部

302 waistbands 1 n.腰带，束腰带( waistband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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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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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306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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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0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0 wire 1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311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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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3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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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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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orkplaces 1 工作场所

31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8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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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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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22 zipper 1 ['zipə] n.拉链 vi.拉上拉链 vt.用拉链扣上 n.(Zipper)人名；(英、德)齐珀

323 zippers 1 ['zɪpəz] 拉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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