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30 [Arts and Culture] Taylor Swift Wins Top MTV Award,
Announces New Album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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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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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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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bum 5 ['ælbəm] n.相簿；唱片集；集邮簿；签名纪念册

10 albums 2 n. 专辑，影集（album的复数形式）；相簿，相册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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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aconda 1 [,ænə'kɔndə] n.水蟒；蟒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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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 announces 1 [ə'naʊns] vt. 宣布；宣告；预示；播报 vi. 作播音员；宣布竞选

18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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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20 artist 3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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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leep 1 [ə'sli:p] adj.睡着的；麻木的；长眠的 adv.熟睡地；进入睡眠状态

23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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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ward 9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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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7 ba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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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ass 1 [beis] n.鲈鱼；男低音；低音部；椴树 adj.低音的 n.(B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、马里、匈)巴斯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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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32 breakup 1 ['breikʌp] n.解体；分裂；崩溃；馏分组成；停止

33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4 Broadway 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35 bunny 1 ['bʌni] n.兔子（特别是小兔子）；可爱女郎 n.(Bunny)人名；(英)邦尼；(柬)本尼

3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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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meron 1 ['kæmərən] n.卡梅伦/隆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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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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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43 chili 1 ['tʃili] n.红辣椒，辣椒

44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45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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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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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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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2 danielle 1 [dæn'jel] n.丹妮尔（f.）

53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54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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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ove 1 [dʌv] n.鸽子；鸽派人士 v.潜水（dive的过去式） n.(Dove)人名；(英)达夫；(德、法)多弗

5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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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60 eminem 1 n. 艾米纳姆（男子名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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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3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64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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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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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68 fearless 1 ['fiəlis] adj.无畏的；大胆的

69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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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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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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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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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77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78 harry 2 ['hæri] vt.折磨；掠夺；骚扰；使苦恼 n.(Harry)人名；(英)哈里，哈丽(女名)(教名Henry、Harriet的昵称)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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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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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83 he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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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86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87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88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89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90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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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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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ideas 1 观念

94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5 i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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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6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97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8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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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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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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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104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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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07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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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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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112 lizzo 1 利佐

113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14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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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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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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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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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20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21 midnight 2 ['midnait] n.午夜，半夜12点钟 adj.半夜的；漆黑的

122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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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tv 3 [ˌemtiː 'viː ] abbr. 音乐电视（=Music Television）

125 music 5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26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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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nicki 1 [人名] 基

128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129 nominated 1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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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32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3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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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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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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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7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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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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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peppers 1 英 ['pepə(r)] 美 ['pepər] n. 胡椒粉；辣椒 vt. 加胡椒粉于；不断打击

140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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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143 plus 2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14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45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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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8 prudential 1 [pru:'denʃəl] adj.谨慎的；明辨的

149 Puerto 1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
150 rappers 1 n.叩击者，敲门者( rapper的名词复数 ); 说唱乐歌手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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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5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54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55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56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57 relating 2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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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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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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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62 ro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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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romance 1 [rəu'mæns, 'rəumæns, rə'mæns] n.传奇；浪漫史；风流韵事；冒险故事 vi.虚构；渲染；写传奇 n.(Romance)人名；(西)罗曼
塞

164 romantic 2 [rəu'mæntik] adj.浪漫的；多情的；空想的 n.浪漫的人 vt.使…浪漫化

165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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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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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168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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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70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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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72 sing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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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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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ize 2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175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
176 snoop 1 [snu:p] vi.调查，窥探 n.私家侦探，到处窥视；爱管闲事的人 vt.窥察，窥探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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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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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old 3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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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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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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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185 stadium 1 ['steidiəm] n.体育场；露天大型运动场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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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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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tyles 1 [staɪls] n. 风格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.

189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190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191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192 swift 6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193 swifty 1 ['swɪftɪ] adj. <美>极引人注意的

19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95 Taylor 4 ['teilə] n.泰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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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anked 1 [θæŋk] v. 感谢；谢谢；责怪 n. 谢意；感谢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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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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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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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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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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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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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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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08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209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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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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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1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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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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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5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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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18 video 6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219 vma 1 =Valv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阀门厂商协会[美]

220 vmas 3 汽车排放总量分析系统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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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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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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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6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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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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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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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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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Whitney 1 ['hwitni] n.惠特尼（女子名）；惠特尼山（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）

23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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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inners 1 温纳斯

234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235 wish 2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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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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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39 won 4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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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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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44 Yankee 1 ['jæŋki] n.美国佬，美国人；洋基队（美国棒球队名）

245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46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24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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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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