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14 [Arts and Culture] Old Clothing Gains New Popularity at
Vintage Stor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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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7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8 album 1 ['ælbəm] n.相簿；唱片集；集邮簿；签名纪念册

9 all 3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0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2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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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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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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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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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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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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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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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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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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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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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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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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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8 blankets 1 ['blæŋkɪt] n. 毛毯；覆盖物；排字版 vt. 覆盖；用毯子裹；扑灭；挡风；使包含 adj. 包含所有的；适用于所有情形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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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31 brands 1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
32 bulls 1 [bʊl] n. 公牛；股市看涨的人；<俚>警察 n. 荒谬的话 n. 教皇诏书 adj. 公牛的；鲁莽的

3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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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uying 3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36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37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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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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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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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40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41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42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3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
44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45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46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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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harter 1 ['tʃɑ'tə] vt.特许；包租；发给特许执照 n.宪章；执照；特许状 n.(Charter)人名；(法)沙尔泰；(英)查特

49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50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1 clothes 7 [kləuðz] n.衣服

52 clothing 8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53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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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56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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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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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0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61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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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63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64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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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68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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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c 1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71 Delaware 1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
72 delorean 1 n. 德洛雷安

73 Deseret 2 [,dezə'ret] n.德撒律（在非指《摩门经》内，指美国犹他地区一带时使用）；（美）犹他州的别名

74 Diaz 1 n.迪亚兹（男子名）

75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6 disconnect 1 [,diskə'nekt] vt.拆开，使分离 vi.断开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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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9 dressing 1 ['dresiŋ] n.穿衣；加工；调味品；装饰；梳理 v.给…穿衣；为…打扮（dress的现在分词）

80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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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minem 1 n. 艾米纳姆（男子名）

83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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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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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87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88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89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90 fashion 5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91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92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9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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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its 2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
95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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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8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99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00 gasses 2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101 generation 2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02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04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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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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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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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reenhouse 2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110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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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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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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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14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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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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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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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8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19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0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1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122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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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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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25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26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2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8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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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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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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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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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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jen 1 [dʒen] n.珍（女子名）

132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33 Jordan 1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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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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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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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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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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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Levi 1 ['li:vai] n.利瓦伊（男子名）

141 Levis 1 ['li:vaiz] n.利维斯牌牛仔裤

142 Lewes 1 ['lju:is] n.刘易斯（英格兰东南部城市）；刘易斯（名字，英国哲学家）

14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4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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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46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47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4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49 logo 1 ['lɔgəu, 'ləug-] n.商标，徽标；标识语 n.(Logo)人名；(英、塞)洛戈

150 logos 1 ['lɔgəus, 'lɔ:g-] n.理性；理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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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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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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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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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anufacturer 1 [,mænju'fæktʃərə] n.制造商；[经]厂商

15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8 mark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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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ason 3 ['meisən] n.泥瓦匠；共济会会员（等于freemason） vt.用砖瓦砌成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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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6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63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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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ichael 2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66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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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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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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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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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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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74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7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76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7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8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9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80 nostalgia 2 [nɔ'stældʒiə, nə-] n.乡愁；怀旧之情；怀乡病

181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2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83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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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187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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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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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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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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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neself 1 [wʌn'self, -zelf] pron.自己；亲自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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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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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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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98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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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01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02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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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05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06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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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09 pippen 1 n. 皮彭

210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211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12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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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resenting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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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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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18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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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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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21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 rː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222 rap 1 [ræp] vt.抢走；轻敲；敲击致使；使着迷 vi.敲击；交谈 n.轻敲

223 rather 2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24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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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7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2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29 remembering 1 [ri'membəriŋ] n.回忆，记住 v.记住（remember的现在分词）；想起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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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2 repurpose 1 [,ri:'pə:pəus] vt.改换意图；重新目的化

233 resell 1 [,ri:'sel] vt.转售；转卖；再卖

234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3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36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37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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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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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cottie 1 ['skɔti] n.苏格兰人；苏格兰的一种野狗

241 secondhand 1 ['sekənd'hænd] adj.二手的；旧的；间接获得的；做旧货生意的 adv.间接地；间接听来；以旧货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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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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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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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6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247 shirt 4 [ʃə:t] n.衬衫；汗衫，内衣

248 shirts 2 ['ʃɜ tːs] 衬衫

249 shop 2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250 shopping 2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251 sign 3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52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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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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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255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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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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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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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58 store 6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59 stores 3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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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rauss 1 n.施特劳斯（奥国作曲家）

262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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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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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ustainable 3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266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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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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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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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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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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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5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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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inking 2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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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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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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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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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2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83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8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85 underground 2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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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unsold 1 [,ʌn'səuld] adj.[贸易]未售出的，卖剩的

288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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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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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Utah 2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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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vintage 9 n.葡萄收获期；葡萄酒酿造期 adj.古老的；最佳的；经典高档的 adj.老式的；过时的 vt.采葡萄；用葡萄酿酒 vi.采葡萄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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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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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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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98 was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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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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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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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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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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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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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6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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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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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1 wo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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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14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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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