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6 [Arts and Culture] A White House Groundskeeper for 50
Yea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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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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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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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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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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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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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l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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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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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0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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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3 ap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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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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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6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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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29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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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31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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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4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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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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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achelor 1 ['bætʃələ] n.学士；单身汉；（尚未交配的）小雄兽 n.(Bachelor)人名；(英)巴彻勒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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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arack 1 n.贝拉克

40 barney 1 ['bɑ:ni] n.大吵大闹；拉曳器 n.(Barney)人名；(法)巴内；(英、西)巴尼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1 barrack 1 ['bærək] n.营房；兵舍 vt.使…驻兵营内；向…提供营房 vi.住入营房 n.(Barrack)人名；(英)巴拉克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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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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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er 1 [biə] n.啤酒 vi.喝啤酒 n.(Beer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、瑞典)贝尔；(英、西、南非)[纺]比尔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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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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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50 bidens 1 鬼针草属

51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2 bo 1 [bəu] abbr.分支机构（branchoffice）；狐臭（BodyOdor）；戏院售票房（BoxOffice）；原油（BaseOil） n.(Bo)人名；(中)步
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中)柏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瑞典)布；(意、葡、刚(金)、柬)博；(老)保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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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5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6 bush 5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
57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58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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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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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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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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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red 2 英 [keə(r)] 美 [ker] v. 关心；担忧；照顾；喜爱；介意；倾向于；愿望；在乎 n. 小心；照料；忧虑；注意；护理

65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66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67 carter 1 ['kɑ:tə] n.运货马车夫，驾驶货车的人

68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69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70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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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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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75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76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77 Chelsea 1 ['tʃelsi] n.切尔西（伦敦自治城市，为文艺界人士聚居地）

78 chief 2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79 chooses 1 [tʃuːz] v. 选择；决定

80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81 Clinton 1 n.克林顿

82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83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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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ommander 1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
85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86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87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88 convention 1 [kən'venʃən] n.大会；[法]惯例；[计]约定；[法]协定；习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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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o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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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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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93 dale 4 n.山谷；排水孔 n.戴尔；黛尔

94 darlene 1 [da:'li:n] n.达琳（女子名，等于Darleen）

95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96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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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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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ebra 1 ['debrə] n.黛布拉（女子名）

99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00 detail 1 ['di:teil, di'teil] n.细节，详情 vt.详述；选派 vi.画详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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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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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og 2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05 dogs 3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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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08 dunn 2 n. 邓恩

10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10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11 Easter 2 ['i:stə] n.复活节

112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13 egg 1 n.蛋；卵子；家伙；鸡蛋 vt.煽动；怂恿 n.(Egg)人名；(法、英)埃格

114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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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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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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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nsures 1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
119 enthusiasm 1 [in'θju:ziæzəm, in'θu:-] n.热心，热忱，热情

120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121 evacuation 1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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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24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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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27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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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29 expertise 1 [,ekspə:'ti:z] n.专门知识；专门技术；专家的意见

130 eyewitness 1 ['ai,witnis] n.目击者；见证人

131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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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34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35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36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37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38 fifty 2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
139 fir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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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41 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
142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143 for 2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4 forget 2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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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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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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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15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51 gard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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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gardens 2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
153 Gary 1 ['gæri] n.盖理

154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55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56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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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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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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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randdaughter 1 ['græn,dɔ:tə] n.孙女；外孙女

161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62 grounds 7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163 groundskeeper 3 ['graundz,ki:pə] n.园丁；场地管理员

16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65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66 guiding 2 ['ɡaɪdɪŋ] n. 指导；导向；导航；引导 adj. 指导的；导航的；导向的 动词guide的现在分词.

167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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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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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alloween 1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
170 Haney 23 n. 黑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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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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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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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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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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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help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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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77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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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herbs 1 [hɜːbs] n.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.

179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80 Hillary 1 ['hiləri:] n.希拉里（美国现任国务卿）

181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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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2 his 9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83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184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85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86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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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horticulture 1 ['hɔ:tikʌltʃə] n.园艺，园艺学

189 hosting 1 英 ['həʊstɪŋ] 美 ['hoʊstɪŋ] n. 群众或部队的集合；作战 动词h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0 house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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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192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93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94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5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196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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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98 indeed 1 [in'di:d] adv.的确；实在；真正地；甚至 int.真的（表示惊讶、怀疑、讽刺等）

199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200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201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2 Israel 1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203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04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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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06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207 jimmy 1 ['dʒimi] vt.撬开 n.撬棍；铁撬

208 job 3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0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10 joked 1 英 [dʒəʊk] 美 [dʒoʊk] n. 笑话；玩笑 v. 说笑话；开玩笑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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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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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keeper 1 ['ki:pə] n.监护人；饲养员；看守人；管理人

214 kitty 1 ['kiti:] n.小猫，猫咪

215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16 Ladies 1 ['leidiz] n.女盥洗室；女士（Lady的复数）

217 lady 2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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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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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aura 2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221 lawn 1 [lɔ:n] n.草地；草坪 n.(Lawn)人名；(缅)朗

222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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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25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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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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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29 loved 2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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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232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33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34 Melania 1 川蜷螺属

23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36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37 meticulous 2 [mi'tikjuləs, mə-] adj.一丝不苟的；小心翼翼的；拘泥小节的

238 Michelle 2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239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40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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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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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43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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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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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aomi 1 ['neiəmi] n.内奥米（女子名，圣经中人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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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8 Nixon 2 ['niksn] n.尼克松（美国第37任总统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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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51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52 Obama 3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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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office 3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55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56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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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58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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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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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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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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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63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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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oval 1 ['əuvəl] adj.椭圆的；卵形的 n.椭圆形；卵形 n.(Oval)人名；(法)奥瓦尔

266 overseeing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67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268 passion 2 ['pæʃən] n.激情；热情；酷爱；盛怒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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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271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2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3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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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276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277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78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79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280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81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82 planting 2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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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popes 1 n.罗马教皇( pope的名词复数 ); 主教; 蒲柏(1688-1744，英国诗人); 大腿上要害部位

285 preserve 1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286 preserves 1 [prɪ'zɜːvz] n. 果酱；蜜饯 名词preserve的复数形式.

287 presidency 1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
288 president 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9 presidents 3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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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92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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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95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96 pumpkin 1 ['pʌmpkin, 'pʌŋ-] n.南瓜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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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quarterly 1 ['kwɔ:təli] adj.季度的，按季度的；一年四次的 adv.按季度，[农]一季一次地；纵横四分地 n.季刊 n.(Quarterly)人名；
(英)夸特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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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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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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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02 redo 1 [ri:'du:] vt.重做；重新装饰 n.(Redo)人名；(法)雷多

30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304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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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307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308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309 reunited 1 ['riː ju 'ːnaɪtɪd] adj. 团聚的；再结合的；重聚的 动词reun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10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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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313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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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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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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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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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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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20 served 2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321 service 2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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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324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5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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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6 shepherd 1 ['ʃepəd] vt.牧羊；带领；指导；看管 n.牧羊人；牧师；指导者 n.(Shepherd)人名；(英)谢泼德

32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328 signing 1 ['sainiŋ] n.签署；签字 v.签字；写下；示意（sign的ing形式）

329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330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31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33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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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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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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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36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37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38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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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9 st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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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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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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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torage 1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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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46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347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48 summit 1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349 sunny 1 ['sʌni] adj.阳光充足的，和煦的；快活的；性情开朗的

350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51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352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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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elephone 1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355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356 tennis 1 n.网球（运动） n.（英）坦尼斯（人名）

357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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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hanking 1 [θæŋk] v. 感谢；谢谢；责怪 n. 谢意；感谢

360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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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he 6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6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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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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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6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6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6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68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69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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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71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72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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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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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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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5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7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77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78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379 tree 4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380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81 trump 2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82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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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3 tweeting 1 [twiː 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
384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85 under 4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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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us 1 pron.我们

388 usher 2 ['ʌʃə] n.引座员，带位员；接待员；门房 vt.引导，招待；迎接；开辟 vi.作招待员；当引座员 n.(Usher)人名；(英)厄舍；
(西、科特)乌谢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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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vegetable 1 ['vedʒitəbl] n.蔬菜；植物；植物人 adj.蔬菜的；植物的

391 vegetables 2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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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394 visitor 1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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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397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398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399 walters 3 n.沃尔特斯（姓）

400 wan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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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0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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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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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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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wedding 1 ['wediŋ] n.婚礼，婚宴；结婚；结合 v.与…结婚（wed的ing形式） n.(Wedding)人名；(德)韦丁

40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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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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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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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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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white 20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1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415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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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18 witnessed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419 wonderfully 1 ['wʌndəfəlli] adv.精彩地；惊人地；极好地

420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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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1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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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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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42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25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426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2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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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8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29 years 9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30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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