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0 [As It Is] Clean, Green Superhero Dog Fights Garbage in
Chil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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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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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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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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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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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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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11 aravena 2 阿拉韦纳

12 arise 1 [ə'raiz] vi.出现；上升；起立 n.(Arise)人名；(西)阿里塞；(日)在濑(姓)

13 arose 1 [ə'rəuz] vi.出现（arise的过去式）；引发

14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1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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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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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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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ottles 2 英 ['bɒtl] 美 ['bɑ tːl] n. 瓶子 vt. 抑制；把 ... 装入瓶内

22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3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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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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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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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27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28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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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ns 1 [kæns] n. 罐头 名词can的复数.

30 cape 1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31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32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33 cartoon 3 [kɑ:'tu:n] n.卡通片，[电影]动画片；连环漫画 vt.为…画漫画 vi.画漫画

34 Catalina 1 [,kætə'li:nə] n.远程轰炸机 n.(Catalina)人名；(法、西)卡塔利娜；(英)卡塔莉娜

35 charac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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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hiang 6 n.蒋（中国姓氏）

37 Chile 2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
38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9 clean 3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40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41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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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llecting 2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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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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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ntainers 2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46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4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48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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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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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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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og 3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54 drawings 1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
55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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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duardo 1 n. 爱德华多

58 educating 1 ['edʒukeɪt] v. 教育；培养；训练

5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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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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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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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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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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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70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71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7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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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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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8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79 garbage 6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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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la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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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onzalo 2 贡萨洛

83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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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85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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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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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87 Gutierrez 1 n.古铁雷斯（人名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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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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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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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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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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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95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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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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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8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99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10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01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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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3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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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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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6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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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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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10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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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13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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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itter 2 ['litə] n.垃圾；轿，担架；一窝（动物的幼崽）；凌乱 vt.乱丢；给…垫褥草；把…弄得乱七八糟 vi.产仔；乱扔废弃物 n.
(Litter)人名；(匈、德)利特

116 littering 1 ['lɪtərɪŋ] 乱丢垃圾

117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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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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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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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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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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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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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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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etropolitan 2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12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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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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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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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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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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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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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134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5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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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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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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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2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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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park 10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45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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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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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last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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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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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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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152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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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ra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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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reached 1 到达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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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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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58 rodrigo 1 n.罗德里戈（歌曲名称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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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am 1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161 Santiago 3 [,sænti:'eigəu] n.圣地亚哥（智利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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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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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ellers 1 n. 塞勒斯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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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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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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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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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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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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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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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174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75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176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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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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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
180 superhero 2 英 ['suːpəhɪərəʊ] 美 ['suːpərhɪroʊ] n. 超级英雄

181 superheroes 3 英 ['suːpəhɪərəʊ] 美 ['suːpərhɪroʊ] n. 超级英雄

182 superpower 3 ['sju:pə,pauə] n.超级大国；超级强权

183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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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185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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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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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the 1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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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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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
19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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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3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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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197 us 1 pron.我们

198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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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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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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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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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villalobos 1 n.(Villalobos)人名；(葡)维拉洛博斯；(英、西)比利亚洛沃斯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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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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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07 walks 1 ['wɔː ks] n. 脚步；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.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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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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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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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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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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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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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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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21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9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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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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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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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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