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19 [Arts and Culture] Sri Lankan Writer Wins Booker Prize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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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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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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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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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his 8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prize 7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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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ri 7 [sri] n.斯里兰卡（SriLanka）；（拉）神圣罗马帝国（SacrumRomanumImperium） n.(Sri)人名；(印、柬、印尼、阿拉伯、马
来)斯里；(泰、老)西

12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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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ar 6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15 afterlife 5 ['ɑ:ftəlaif, 'æf-] n.来世；死后的生活

16 booker 5 ['bukə] n.（旅馆车票，戏票等的）登记人；寻选模特儿的人 n.(Booker)人名；(英)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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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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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Lanka 5 n.兰卡；楞伽

20 novel 5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21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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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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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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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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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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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 writer 4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9 almeida 3 n.(Almeida)人名；(法、西、葡、英)阿尔梅达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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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ivil 3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32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3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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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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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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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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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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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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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warded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40 book 2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41 bureaucracy 2 [bjuə'rɔkrəsi] n.官僚主义；官僚机构；官僚政治

42 committee 2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43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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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ronyism 2 ['krəuniizəm] n.任人唯亲；任用亲信

45 dead 2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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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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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gambler 2 ['gæmblə] n.赌徒；投机商人

49 gay 2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50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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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ideal 2 [ai'diəl] adj.理想的；完美的；想象的；不切实际的 n.理想；典范

53 illusion 2 [i'lju:ʒən] n.幻觉，错觉；错误的观念或信仰

54 Judges 2 ['dʒʌdʒiz] n.士师记（又译《民长记》，旧约全书之一卷）

55 justify 2 ['dʒʌstifai] vi.证明合法；整理版面 vt.证明…是正当的；替…辩护

5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57 moons 2 [muːn] n. 月亮；月球 v. 闲逛；虚度；露光臀示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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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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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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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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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photographer 2 [fə'tɔgrəfə] n.摄影师；照相师

64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65 pursuit 2 [pə'sju:t] n.追赶，追求；职业，工作

66 reader 2 ['ri:də] n.读者；阅读器；读物 n.(Reader)人名；(英)里德

67 seven 2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68 shehan 2 n. 希恩

6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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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tenderness 2 ['tendənis] n.亲切；柔软；柔和；敏感；棘手

7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72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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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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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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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7 worked 2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8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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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8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82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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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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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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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87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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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ttracted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90 Atwood 1 [ˈætˌwʊəd] 阿特伍德Attwood的变体 阿特伍德

91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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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ait 1 [beit] vt.引诱；在…中放诱饵；折磨 n.饵；诱饵 vi.中途休息 n.(Bait)人名；(意)巴伊特

94 baiting 1 ['beɪtɪŋ] n. 下料；装饵 动词ba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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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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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98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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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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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ts 1 [bet] v. 打赌；确信无疑 n. 赌注；确信

102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03 borrowed 1 英 [bɒrəʊd] 美 [bɒroʊd] adj. 借来的；引入的；抄袭的 动词borrow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4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105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06 Buddhism 1 ['budizəm] n.佛教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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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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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milla 1 [kə'milə] n.卡蜜拉（女子名）

110 Caty 1 卡蒂

111 chairs 1 英 [tʃeə(r)] 美 [tʃer] n. 椅子；(会议的)主席 vt. 主持；当 ... 的主席

112 Chinaman 1 ['tʃainəmən] n.中国佬

113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14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15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16 consort 1 ['kɔnsɔ:t] vi.结交；陪伴；符合 vt.使结合；使联系 n.配偶；伙伴 n.(Consort)人名；(西)孔索尔特

117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18 corruption 1 [kə'rʌpʃən] n.贪污，腐败；堕落

119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120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121 cruelty 1 ['kru:əlti] n.残酷；残忍；残酷的行为

122 darkest 1 英 [dɑːk] 美 [dɑ rːk] adj. 黑暗的；深色的 n. 黑暗；暗处；深色调 v. 使变黑；变黑

12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24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25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26 discovers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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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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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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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31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32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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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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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36 excellence 1 ['eksələns] n.优秀；美德；长处

137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38 favors 1 ['feɪvə] n. 偏爱；好意；特权；赞成 vt. 偏爱；给予；支持；关心；利于；长得像

139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140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41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42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143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4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45 gentleness 1 ['dʒentlnis] n.温顺；亲切；高贵；彬彬有礼

146 geographic 1 [dʒiə'græfik] adj.地理的；地理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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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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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gq 1 abbr.全船战备部署（generalquarters）

15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1 gui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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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guitar 1 [gi'tɑ:] n.吉他，六弦琴 vi.弹吉他

153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54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55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56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57 horrors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
158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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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16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62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63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
164 Ireland 1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
165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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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kindness 1 ['kaindnis] n.仁慈；好意；友好的行为 n.(Kindness)人名；(英)坎德尼斯

168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169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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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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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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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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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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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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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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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178 loyalty 1 n.忠诚；忠心；忠实；忠于…感情

179 macgregor 1 n.马基高（高尔夫球品牌）；麦基嘉（芬兰公司名）

180 magazines 1 ['mæɡəziː nz] 杂志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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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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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artel 1 ['mɑ:tel] n.战槌 n.(Martel)人名；(德、英、法、西、葡)马特尔

185 Marxist 1 ['ma:ksist] n.马克思主义者 adj.马克思主义的

186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187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88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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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91 murderous 1 ['mə:dərəs] adj.杀人的，残忍的；凶残的；蓄意谋杀的

192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93 neil 1 [ni:l] n.尼尔（男子名）

19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95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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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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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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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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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02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03 perfection 1 [pə'fekʃən] n.完善；完美

204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205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06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07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0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09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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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12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13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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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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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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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religions 1 [rɪ'lɪdʒənz] 宗教

217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19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
220 romantically 1 [rə'mæntikəli] adv.浪漫地；不切实际地

221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2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23 Rushdie 1 拉什迪

224 Salman 1 n. 萨曼

225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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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27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28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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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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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232 sexually 1 ['sekʃuəli] adv.性别地；两性之间地

233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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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236 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
237 spirits 1 ['spɪrɪts] n. 精力；情绪；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.

238 squad 1 [skwɔd] n.班；小队；五人组（篮球队的非正式说法） vt.把…编成班；把…编入班

239 squads 1 n.（军队中的）班( squad的名词复数 ); （暗杀）小组; 体育运动的运动（代表）队; （对付某类犯罪活动的）警察队
伍

240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241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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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44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245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246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24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48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49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50 teachings 1 ['tiː tʃɪŋz] n. 学说；主义；教义

251 terror 1 ['terə] n.恐怖；恐怖行动；恐怖时期；可怕的人 n.(Terror)人名；(南非)特罗尔

25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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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55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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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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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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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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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uprising 1 ['ʌp,raiziŋ] n.起义；升起 adj.升起的 v.起义（uprise的ing形式）；升起

262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63 visa 1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264 wakes 1 [weɪk] v. 醒来；唤醒；意识到 n. 航迹；守夜

265 wander 1 ['wɔndə] vi.徘徊；漫步；迷路；离题 vt.游荡，漫游 n.(Wander)人名；(英)万德(女子教名)

266 wandering 1 ['wɔndəriθ] adj.流浪的；漫游的，徘徊的；蜿蜒的 n.闲逛；离题；神志恍惚 v.漫游；闲逛（wan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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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69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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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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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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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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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inners 1 温纳斯

276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277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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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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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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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84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8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86 yann 1 扬

28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8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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