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31 [As It Is] Do Pigs Like Music_ Belgian Researchers Want
to Know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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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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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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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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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9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2 agility 1 [ə'dʒiləti] n.敏捷；灵活；机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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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7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8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9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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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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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thlete 2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23 b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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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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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lgian 1 ['beldʒən] adj.比利时的 n.比利时人

28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2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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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boredom 2 ['bɔ:dəm] n.厌倦；令人厌烦的事物

32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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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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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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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ty 2 卡蒂

37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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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40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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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42 commen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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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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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4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47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48 dan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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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50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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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isbelief 1 [,disbi'li:f] n.怀疑，不信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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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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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56 doubt 2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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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ager 1 ['i:gə] adj.渴望的；热切的；热心的 n.(Eager)人名；(英)伊格

59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60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61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62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63 energetic 1 [,enə'dʒetik] adj.精力充沛的；积极的；有力的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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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66 enthusiastic 1 [in,θju:zi'æstik] adj.热情的；热心的；狂热的

67 euros 1 n.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.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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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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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xcited 2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71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72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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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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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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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78 farmer 4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79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8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81 financing 1 [fi'nænsiŋ] n.融资；财务；筹措资金 v.筹措资金；财政管理；从事金融活动（finance的ing形式）

82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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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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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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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85 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
86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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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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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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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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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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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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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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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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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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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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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2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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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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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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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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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09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10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11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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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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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jolly 2 ['dʒɔli] adj.愉快的；欢乐的；宜人的 adv.很；非常 vt.（口）用好话劝某人做…；（口）用好话使高兴 vi.（口）开玩笑 n.
(Jolly)人名；(法)若利；(英、印)乔利；(德)约利

115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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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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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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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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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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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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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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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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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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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129 lullabies 2 ['lʌləbaɪ] n. 摇篮曲；催眠曲；任何轻柔的音乐 v. 唱摇篮曲使安眠；使安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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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eat 2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132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33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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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usic 10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36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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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9 noises 1 ['nɔɪzɪz] n. 噪音 名词noi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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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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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bservations 1 [ɒbzə'veɪʃnz] n.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.

143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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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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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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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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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rganizer 1 ['ɔ:gənaizə] n.组织者；承办单位；[生物]组织导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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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1 palman 2 n. 帕尔曼

152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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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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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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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iet 1 ['paiit] n.多嘴之徒；饶舌的人 n.(Piet)人名；(法)皮耶；(英、荷)皮特

157 pigs 9 n.猪（pig的复数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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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60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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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63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164 reaction 2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165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66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67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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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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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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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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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2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73 restless 1 ['restlis] adj.焦躁不安的；不安宁的；得不到满足的

174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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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7 rock 2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78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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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81 sander 1 ['sændə] n.磨沙机；撒沙者 n.(Sander)人名；(英)桑德(教名Alexander的昵称)；(俄、捷、土、法、德、瑞典)桑德尔

182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3 secured 1 英 [sɪ'kjʊə(r)] 美 [sə'kjʊr] adj. 安全的；牢靠的；稳妥的 vt. 使安全；获得；固定

184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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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186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7 shaking 1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188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189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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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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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killed 1 [skild] adj.熟练的；有技能的；需要技能的

194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195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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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97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198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199 songs 3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200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01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02 sows 1 [saʊ] v. 播种；散布 n. 母猪

203 specific 2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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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stamina 1 ['steiminə, 'stæ-] n.毅力；精力；活力；持久力

206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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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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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10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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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3 tails 1 [teilz] n.尾部（tail的复数形式）；尾矿；燕尾服；钱币背面 v.给…装上尾巴（tai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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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15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216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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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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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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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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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22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3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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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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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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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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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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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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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1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32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33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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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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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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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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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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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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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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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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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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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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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6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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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eary 1 ['wiəri] adj.疲倦的；厌烦的；令人厌烦的 vi.疲倦；厌烦 vt.使疲倦；使厌烦

248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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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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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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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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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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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58 you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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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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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