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27 [Arts and Culture] Joni Mitchell, at 78, Plays and Sings
Again to Joyful Fa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3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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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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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8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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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eurysm 2 ['ænjuərizəm] n.[内科]动脉瘤（等于aneurism）

15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6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7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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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
20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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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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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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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warded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6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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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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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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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0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31 bleeding 1 ['bli:diŋ] n.出血；渗色 adj.流血的；同情的 v.出血；渗出（bleed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疼痛

32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3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34 brandi 2 n. 布兰迪

3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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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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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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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40 Carlile 5 n. 卡莱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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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42 cbs 1 [ˌsiː biː 'es] abbr. (美)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=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) abbr. 中央统计局(=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)

43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44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45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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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
48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49 comment 2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50 commentator 1 ['kɔmenteitə] n.评论员，解说员；实况播音员；时事评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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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ncert 3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
53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54 confess 1 [kən'fes] vt.承认；坦白；忏悔；供认 vi.承认；坦白；忏悔；供认

55 confessional 1 [kən'feʃənəl] n.忏悔室；告解室 adj.忏悔的；自白的

56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57 cried 1 [kraid] v.哭泣；喊叫（cry的过去分词）

58 crowd 2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5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0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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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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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64 elton 1 ['eltən] n.埃尔顿（男子名）

65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66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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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8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69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70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71 famed 1 [feimd] adj.著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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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74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75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76 festival 2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77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78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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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olk 1 [fəuk] n.民族；人们；亲属（复数） adj.民间的 n.(Folk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福克

81 fools 1 [fu lː] n. 傻瓜；小丑；奶油果蓉 v. 愚弄；欺骗；开玩笑；干蠢事；玩弄；鬼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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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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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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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6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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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uitar 5 [gi'tɑ:] n.吉他，六弦琴 vi.弹吉他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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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halfway 1 ['hɑ:f'wei] adv.到一半；在中途 adj.中途的；不彻底的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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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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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5 heartfelt 1 ['hɑ:tfelt] adj.衷心的；真诚的；真心真意的

96 he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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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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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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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00 highlighted 1 ['haɪlaɪtɪd] adj. 突出的 动词highl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1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02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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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onoree 1 [,ɔnə'ri:] n.主宾；领奖人

105 honors 2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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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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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8 including 3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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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1 interview 2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112 invented 2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
113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4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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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jam 2 [dʒæm] n.果酱；拥挤；困境；扣篮 vt.使堵塞；挤进，使塞满；混杂；压碎 vi.堵塞；轧住 n.(Jam)人名；(伊朗、巴基)贾姆

117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18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19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20 joni 3 乔尼

121 joyful 1 ['dʒɔiful] adj.欢喜的；令人高兴的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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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12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25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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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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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128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30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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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33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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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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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os 2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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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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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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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40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41 Mitchell 13 ['mitʃəl] n.米切尔（男子名，等于Michael）

142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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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45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46 musician 1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
147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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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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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Newport 2 ['nju:pɔ:t] n.新港；纽波特（美国罗得岛之避暑胜地）

15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52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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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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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btained 1 [əb't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obtain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6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7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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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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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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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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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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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erformance 3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65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66 performers 2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167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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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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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played 2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170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171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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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172 pollster 1 ['pəulstə] n.民意测验专家，民意调查人；整理民意测验结果的人 n.(Pollster)人名；(英)波尔斯特

173 potion 1 ['pəuʃən] n.一剂；一服；饮剂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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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76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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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7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80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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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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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185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86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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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ang 2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8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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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eated 1 ['si:tid] adj.就座的；固定的；根深蒂固的 v.使坐下；为…提供座位（seat的过去分词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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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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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2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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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19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95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96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
197 sing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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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ings 1 [sɪŋ] v. 唱；鸣叫；歌颂；称赞；<俚>告密 n. 合唱会 abbr. 单数的（=singular）

199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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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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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203 songwriter 3 ['sɔŋ,raitə, 'sɔ:ŋ-] n.流行歌曲的作者；歌曲作家

204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05 spe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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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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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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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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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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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3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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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1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6 taxi 1 ['tæksi] vi.乘出租车；滑行 vt.使滑行；用出租车送 n.出租汽车

217 tears 1 [tɪəs] n. 眼泪 t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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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220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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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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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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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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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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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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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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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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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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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2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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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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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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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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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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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0 watching 3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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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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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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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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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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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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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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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5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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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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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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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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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