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6 [Arts and Culture] Car Driven by Britain's Princess
Diana to Be Sold at Auct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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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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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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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 car 9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7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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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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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vehicle 6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11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Diana 5 [dai'ænə] n.黛安娜（女子名，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）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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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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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princess 5 [prin'ses, 'prinsis] n.公主；王妃；女巨头 n.(Princess)人名；(英)普琳西丝；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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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8 auction 4 ['ɔ:kʃən] vt.拍卖；竞卖 n.拍卖

19 driv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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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sale 4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21 silverstone 4 西尔弗斯通（人名） 锡尔弗斯通（地名）

22 sold 4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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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 black 3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6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27 British 3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28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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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famil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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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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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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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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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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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6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7 auctions 2 ['ɔː kʃn] n. 拍卖 vt. 拍卖

3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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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lassic 2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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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nvertible 2 [kən'və:təbl] adj.可改变的；同意义的；可交换的 n.有活动折篷的汽车

42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43 discretion 2 [dis'kreʃən] n.自由裁量权；谨慎；判断力；判定；考虑周到

44 driving 2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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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scort 2 ['eskɔ:t, i'skɔ:t] n.陪同；护航舰；护卫队；护送者 vt.护送；陪同；为…护航

47 estate 2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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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ford 2 n.浅滩；Ford：福特汽车公司 vi.涉水而过 vt.涉过；徒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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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guide 2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52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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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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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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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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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listed 2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58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59 model 2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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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62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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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owned 2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65 painted 2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66 palace 2 ['pælis] n.宫殿；宅邸；豪华住宅

67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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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price 2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69 racing 2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
70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71 richards 2 ['ritʃədz] n.理查兹（姓氏）

72 royal 2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73 RS 2 [ɑ:z] 无线电高空测候（RadioSonde）；无线电台（RadioStation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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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76 thatcher 2 ['θætʃə] n.盖屋匠

77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78 turbo 2 ['tə:bəu] n.涡轮增压机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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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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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8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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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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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5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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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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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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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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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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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2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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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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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rwel 1 n. 阿韦尔

9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96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97 auctioned 1 ['ɔː kʃn] n. 拍卖 vt. 拍卖

98 automobile 1 n.汽车 vt.驾驶汽车 [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]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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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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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e 1 [bi:] n.蜜蜂，蜂；勤劳的人 n.(Bee)人名；(赤几)贝埃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美；(英)比(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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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04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5 brave 1 [breiv] adj.勇敢的；华丽的 vt.勇敢地面对 n.勇士 n.(Brave)人名；(英)布雷夫；(俄)布拉韦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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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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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ravelle 1 ['kærəvel] n.轻快帆船（等于caravel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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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hased 1 [tʃeɪs] vt. 追捕；追求；镂刻，雕刻；试图赢得 vi. 奔跑；追赶 n. 追捕；争取；狩猎

112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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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rniche 1 ['kɔ:niʃ] n.沿著山崖的滨海道路

115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16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117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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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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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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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22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12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2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2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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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folding 1 ['fəuldiŋ] adj.可折叠的

127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28 gees 1 [dʒiː ] int. 吆喝马的用语；惊讶时所发声音

129 Gibb 1 n. 吉布

130 gl 1 abbr. 标距长度(=gage length；gauge length) abbr. 玻璃（=glass） abbr. 接地指示灯（=ground lamp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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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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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awking 1 ['hɔ:kiŋ] n.利用鹰行猎 v.袭击；翱翔；攫取（hawk的现在分词）

13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36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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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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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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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2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43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44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45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46 Kings 1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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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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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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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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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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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argaret 1 ['mɑ:gərit] n.玛格利特（女子名）

155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156 Maurice 1 [mɔ:'ri:s] n.莫里斯（男人名）

157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58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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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inibus 1 ['minibʌs] n.面包车（等于microbus）；小型公共汽车；中客车 vi.乘中客车

161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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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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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otor 1 ['məutə] n.发动机，马达；汽车 adj.汽车的；机动的 vi.乘汽车 vt.以汽车载运

165 motorbikes 1 n.摩托车( motorbike的名词复数 )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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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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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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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71 Northamptonshire 1 [nɔ:'θæmptənʃiə; nɔ:θ'hæmptənʃiə] n.北安普敦郡（英国英格兰中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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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73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174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5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76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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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7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9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80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81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2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183 photographers 1 n. 摄影师；摄像师（photographer的复数）

184 physicist 1 ['fizisist] n.物理学家；唯物论者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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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8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88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89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190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191 Queens 1 n.皇后区；女王（quee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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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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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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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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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riding 1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198 rolls 1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式）

199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
200 rover 1 ['rəuvə] n.漫游者；流浪者；漂泊者 n.(Rover)人名；(英)罗弗；(意)罗韦尔

201 Royce 1 [rɔis] n.罗伊斯（姓氏）

202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203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04 s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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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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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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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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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ing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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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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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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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12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213 Stephen 1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214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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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6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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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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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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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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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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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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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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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2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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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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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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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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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volkswagen 1 ['fɔ:lks,va:gən] n.大众汽车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）

236 Wales 1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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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39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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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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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44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4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6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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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248 wi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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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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