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24 [Arts and Culture] Immersive Exhibit of Monet Coming
to New York Cit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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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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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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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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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ress 2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7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 Ag 1 [æg] abbr.八月（August） symb.银（silver）

9 alegria 1 欢跃之旅；喜悦；阿里希亚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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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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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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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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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0 art 3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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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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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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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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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hletic 1 [æθ'letik] adj.运动的，运动员的；体格健壮的

26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27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8 Austrian 1 ['ɔstriən] adj.奥地利的；奥地利人的 n.奥地利人

29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30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31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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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35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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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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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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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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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的）食品罐头

41 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
42 capturing 1 ['kæptʃəriŋ] v.捕捉（capture的ing形式）

43 celebrating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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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47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8 Claude 1 [klɔ:d] n.克劳德（男子名）

49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
50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51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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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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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55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56 conce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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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5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59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60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61 digitally 1 ['didʒitəli] adv.数位

62 display 2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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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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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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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69 engages 1 [ɪn'ɡeɪdʒ] v. 雇佣；啮合；与……交战；答应；订婚；预定；参加；从事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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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7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73 exhibit 4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74 exhibition 1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75 exhibits 1 [ɪɡ'zɪbɪt] v. 展览；陈列；展示；表现 n. 展品；展览

76 experience 3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7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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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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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loat 1 [fləut] vt.使漂浮；实行 vi.浮动；飘动，散播；摇摆；付诸实施 n.彩车，花车；漂流物；浮舟；浮萍 n.(Float)人名；(英)弗
洛特

82 floors 1 英 [flɔː (r)] 美 [flɔː 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83 flowering 2 ['flauəriŋ] n.开花；饰以花 adj.开花的

84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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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86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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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89 giverny 1 吉维尼（法国小镇）

90 gmbh 1 abbr. <德>股份有限公司(=Gesellschaft mit beschrankter Haftung)

91 gogh 1 n.高赫（姓氏）

92 grow 2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93 Gustav 1 ['gusta:v] n.古斯塔夫（男子名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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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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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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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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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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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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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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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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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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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08 immerse 3 [i'mə:s] vt.沉浸；使陷入

109 immersed 1 [i'mə:st] adj.浸入的；专注的 v.浸（immer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沉湎于

110 immersive 7 英 [ɪ'mɜːsɪv] 美 [ɪ'mɜ rːsɪv] adj. 使人沉醉的，拟真的，身临其境的

111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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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2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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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nven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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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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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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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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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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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klimt 1 n.(Klimt)人名；(德)克利姆特；(捷)克利姆特

121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22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23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24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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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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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avender 2 n.薰衣草；淡紫色 adj.淡紫色的 vt.用薰衣草熏 n.(Lavender)人名；(英)拉文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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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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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30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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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ilies 3 ['lɪli] n. 百合花；莉莉（女子名） adj. 纯白的

133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34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35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36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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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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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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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41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42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43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144 Monet 10 n.莫奈（人名，法国画家）

145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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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47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48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49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50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51 nepomuk 1 内波穆克

15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53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4 newest 1 [nu ɪːst] adj.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.

155 Normandy 1 ['nɔ:mən'di] n.诺曼底（法国一地区）

15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57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8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5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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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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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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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65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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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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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8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69 painter 2 ['peintə] n.画家；油漆匠 n.(Painter)人名；(英)佩因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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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painting 2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171 paintings 3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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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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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hotography 1 [fə'tɔgrəfi] n.摄影；摄影术

175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76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17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78 ponds 1 n.[水文]池塘（pond的复数） v.堵成池；筑成池塘（pond的三单形式） n.(Ponds)人名；(英)庞兹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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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resentation 1 n.展示；描述，陈述；介绍；赠送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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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183 purple 1 ['pə:pl] adj.紫色的；帝王的；华而不实的 n.紫色；紫袍 vi.变成紫色 vt.使成紫色

184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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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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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88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
189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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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1 scent 1 [sent] n.气味；嗅觉；痕迹；察觉能力 vt.闻到；发觉；使充满…的气味；循着遗臭追踪 vi.发出…的气味；有…的迹象；
嗅着气味追赶 n.(Scent)人名；(英)森特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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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enses 2 [[sens] n. 感觉；意义；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.

19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9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96 show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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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98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9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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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202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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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oaps 1 ['səʊps] n. 穿孔砖；肥皂，肥皂剧（soap的复数形式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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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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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pectator 2 [spek'teitə, 'spekt-] n.观众；旁观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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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21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1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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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13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14 Swiss 1 [swis] adj.瑞士的；瑞士人的；瑞士风格的 n.瑞士人；瑞士腔调

21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17 technologies 1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218 technology 4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19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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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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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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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4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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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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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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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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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3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2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33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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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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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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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9 van 1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
240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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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242 Vincent 1 ['vinsənt] n.文森特（男名）

243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244 visual 1 ['vizjuəl] adj.视觉的，视力的；栩栩如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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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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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248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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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anted 2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5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2 watches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253 water 4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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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ays 3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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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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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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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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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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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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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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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works 3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6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6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6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8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69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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