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2 [Arts and Culture]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,
Including Roller Skat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2 accessible 1 [ək'sesəbl] adj.易接近的；可进入的；可理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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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5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6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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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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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0 advertised 1 ['ædvətaɪzd] adj. 广告的 动词advert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2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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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4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5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a 1 ['ɑ:nə, 'einə, 'ænə] n.语录；言论集；轶事 n.(Ana)人名；(土、葡、塞、西、罗)安娜(女名)，阿纳

18 and 2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20 ankle 1 ['æŋkl] n.踝关节，踝

21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2 appearances 1 [ə'piərənsɪz] n. 出现；外表；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.

23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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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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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ound 5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7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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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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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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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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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3 basketball 2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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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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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8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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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1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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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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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42 blades 1 n. 刀片；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.

43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44 boot 2 [bu:t] vt.引导；踢；解雇；使穿靴 n.靴子；踢；汽车行李箱 n.(Boot)人名；(英)布特；(德)博特

45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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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urst 1 [bə:st] vi.爆发，突发；爆炸 vt.爆发，突发；爆炸 n.爆发，突发；爆炸 n.(Burst)人名；(德、罗)布尔斯特

4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9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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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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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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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
54 Caty 2 卡蒂

55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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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8 champion 1 ['tʃæmpiən] n.冠军；拥护者；战士 vt.支持；拥护 adj.优胜的；第一流的 n.(Champion)人名；(英)钱皮恩；(法)尚皮翁

59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2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63 comeback 1 ['kʌmbæk] n.恢复；复原

64 comes 2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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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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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8 competitions 1 竞赛

69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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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ntacted 1 英 ['kɒntækt] 美 ['kɑːntækt] n. 接触；联系；熟人 v. (与)联系；(与)接触 adj. 接触的

72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73 coto 3 [kə'təʊ] 柯托树皮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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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76 court 3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77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78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79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80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1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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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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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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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85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86 derby 1 ['da:bi] n.德比（英国中部的都市）；德比赛马；大赛马

87 disco 2 [diskəu] n.迪斯科舞厅；的士高 n.(Disco)人名；(意)迪斯科

8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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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ocumentary 1 [,dɔkju'mentəri] adj.记录的；文件的；记实的 n.纪录片

90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91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92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93 dua 1 (=dorsal uterine artery) 背侧子宫动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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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6 effortlessly 1 ['efətlisli] adv.轻松地；毫不费劲地

97 enclosed 1 [in'kləuzd] adj.被附上的；与世隔绝的 v.附上（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8 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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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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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01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02 era 2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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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05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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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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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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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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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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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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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16 fashion 1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117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18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19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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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filmmakers 1 n.制片人（filmmaker的复数）

122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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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iore 1 n. 菲奥里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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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itted 1 ['fitid] adj.合适的；订做的；有…设备的 v.适应（fit的过去分词）；合适；为…提供设备

126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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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foothold 1 ['fut,həuld] n.据点；立足处

128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9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3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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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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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134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35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36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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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139 had 3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40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41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42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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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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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BO 1 n. 家庭影院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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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ad 2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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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49 helmet 2 ['helmit] n.钢盔，头盔 n.(Helmet)人名；(德)黑尔梅特

150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51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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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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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55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6 Hubbard 1 ['hʌbəd] n.哈伯德（人名）

157 hugely 1 ['hju:dʒli] adv.巨大地；非常地

158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59 icy 1 ['aisi] adj.冰冷的；冷淡的；结满冰的

160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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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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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3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64 indoors 1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165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66 inline 1 ['in,lain] adj.内联的；联机的

167 inman 2 n. 英曼

168 intention 1 [in'tenʃən] n.意图；目的；意向；愈合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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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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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72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73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4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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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176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77 jenny 1 n.詹妮(女子名)[Jennifer的昵称]

178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79 journal 2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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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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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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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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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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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Kuhn 1 [ku:n] n.库恩（德国化学家，曾获1938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
186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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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ately 1 ['leitli] adv.近来，不久前

188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89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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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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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eather 1 ['leðə] n.皮革；皮革制品 vt.用皮革包盖；抽打 adj.皮的；皮革制的 n.(Leather)人名；(英)莱瑟

193 levitating 1 ['levɪteɪtɪŋ] 漂起

19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5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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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lipa 1 ['li:pə] n.利帕（克罗地亚的货币）；脂肪酶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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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ively 1 ['laivli] adj.活泼的；生动的；真实的；生气勃勃的 n.(Lively)人名；(英)莱夫利

20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01 Lopez 1 n.洛佩斯（姓氏）

202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203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04 Madonna 1 [mə'dɔnə] n.圣母玛利亚；圣母像

205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206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207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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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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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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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13 media 3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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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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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216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17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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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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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1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22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223 music 5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24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225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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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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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nicole 1 [ni'kəul] n.尼科尔（女子名，等于Nichole）

230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231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32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23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4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35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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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39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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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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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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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44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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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247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248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24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0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51 outdoors 2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
252 outstanding 1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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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55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56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57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258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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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6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1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62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63 physic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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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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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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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6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8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69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270 posting 1 n.记录；[会计]过账；委派 vt.公布；邮递；布置（post的ing形式）

271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272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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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roducers 1 生产性

274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275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276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77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8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79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80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1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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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ferences 1 ['refrəns] n. 参考；参照；出处；推荐人；推荐函 v. 注明出处；附参考资料

283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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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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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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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8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88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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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ink 3 ['riŋk] n.溜冰场，室内溜冰场；冰球场 vi.溜冰 n.(Rink)人名；(德)林克

291 rinks 1 n.溜冰场( rink的名词复数 )

292 roadways 1 ['rəʊdweɪz] 回采巷道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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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Rockefeller 1 ['rɔkifelə] n.洛克菲勒（姓氏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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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roller 20 ['rəulə] n.[机]滚筒；[机]滚轴；辊子；滚转机 n.(Roll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匈、罗、捷、瑞典)罗勒；(法)罗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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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rubber 1 n.橡胶；橡皮；合成橡胶；按摩师；避孕套 adj.橡胶制成的 vt.涂橡胶于；用橡胶制造 vi.扭转脖子看；好奇地引颈而
望 n.(Rubber)人名；(西)鲁韦尔

299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300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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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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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302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303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30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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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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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8 seemingly 1 ['si:miŋli] adv.看来似乎；表面上看来

309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10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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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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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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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4 shoes 1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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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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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kate 7 [skeit] vi.滑冰；滑过 n.溜冰；冰鞋 n.(Skate)人名；(瑞典、英)斯卡特

319 skated 2 [skeɪt] v. 溜冰；滑冰 n. 冰鞋；滑冰

320 skater 1 ['skeitə] n.溜冰者

321 skaters 1 [s'keɪtəz] 免疫功能

322 skates 8 [skeɪts] n. 冰鞋 名词skate的复数形式.

323 skating 22 ['skeitiŋ] n.溜冰，滑冰 v.滑冰（skate的ing形式）

324 skills 1 技能

325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
326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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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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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30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331 sport 1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332 sporty 1 adj.运动比赛的；像运动家一样的 adj.轻便的，花哨的，休闲运动的(指穿着) adj.擅长运动的

333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334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335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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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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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tyle 2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340 subculture 1 [,sʌb'kʌltʃə, 'sʌb,kʌltʃə] n.亚文化群 vt.作再次培养

341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42 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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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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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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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tammy 1 ['tæmi] n.一种便帽（等于tam-o'-shanter）；棉经毛纬平纹呢（等于tammie）；滤汁布 n.(Tammy)人名；(英)塔米

347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48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49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350 tendency 1 ['tendənsi] n.倾向，趋势；癖好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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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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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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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55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56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57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58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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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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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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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1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6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63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364 trending 1 [trend] n. 趋势；倾向；方位 vi. 倾向；转向

365 tricky 1 adj.狡猾的；机警的；棘手的

366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36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68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369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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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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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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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7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76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77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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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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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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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82 Waltham 2 ['wɔ:lθəm] n.沃尔瑟姆（英国一城市）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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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85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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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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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88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8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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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
392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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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94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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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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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7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98 workout 1 ['wə:kaut] n.锻炼；练习；试验

39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0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0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40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03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04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05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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