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11 [As It Is] Nigeria's 'Incredible Kids' Gain Popularity on
Interne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raham 1 ['eibrə,hæm] n.亚伯拉罕（男子名）

2 Abuja 1 [a:'bu:dʒa:] n.阿布贾（尼日利亚现在的首都）

3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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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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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mputated 2 ['æmpjuteɪt] v. 切断；截（肢）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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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um 2 n.(Anum)人名；(土)阿努姆

12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13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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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m 2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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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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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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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0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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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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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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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25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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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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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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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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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33 children 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4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35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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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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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39 crew 2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40 dance 6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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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ancer 1 ['dɑ:nsə] n.舞蹈家；舞蹈演员；舞女；跳舞者 n.(Dancer)人名；(英)丹瑟

42 dancers 3 ['dɑːnsəz] 楼梯

43 dancing 1 ['dɑ:nsiŋ] n.跳舞；舞蹈 v.跳舞；摇晃（dance的ing形式）

44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
4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6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47 disabled 1 [dis'eibld] adj.残废的，有缺陷的 v.使…失去能力（disable的过去分词）

4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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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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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51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52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53 emmanuel 5 [i'mænjuəl] n.以马内利（耶稣基督的别称）；伊曼纽尔（男子名，等于Immanuel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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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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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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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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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60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1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62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63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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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66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7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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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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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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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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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7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74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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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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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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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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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0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81 him 5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82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3 h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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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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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86 ideas 1 观念

87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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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8 incredible 3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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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ternet 2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91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2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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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Joshua 6 ['dʒɔʃwə] n.约书亚；约书亚书

94 kids 3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9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96 Lagos 1 ['leigɔs; 'lɑ:gəs] n.拉各斯（尼日利亚的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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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9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00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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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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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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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maliki 1 ['mæləki] n.伊斯兰教中马利基教派（强调获取穆斯林孩子抚养权的非穆斯林，不能给孩子伊斯兰所禁止的饮料和食
物，如酒和猪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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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07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08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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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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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112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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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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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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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Nigeria 3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17 Nigerian 2 [nai'dʒiəriən] n.尼日利亚人 adj.尼日利亚的；尼日利亚人的

118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1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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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2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23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24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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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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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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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28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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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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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31 performances 2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132 performing 2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133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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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popularity 2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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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37 posting 1 n.记录；[会计]过账；委派 vt.公布；邮递；布置（post的ing形式）

138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39 proud 2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14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41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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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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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46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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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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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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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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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153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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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56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157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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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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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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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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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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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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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165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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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168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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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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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TENS 1 十位

172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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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the 1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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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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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76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77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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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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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82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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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3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84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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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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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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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188 vera 2 ['viərə] abbr.通用实验性反应堆装置（VersatileExperimentalReactorAssembly） n.(Vera)人名；(西)贝拉；(泰)威拉；(俄、
塞、匈、罗、波)薇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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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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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videos 3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192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193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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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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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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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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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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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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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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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3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20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0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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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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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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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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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1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11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12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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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