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31 [Education Report] Editors of Famous Quotation Book
Struggle to Keep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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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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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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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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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 admire 1 [əd'maiə] vt.钦佩；赞美 vi.钦佩；称赞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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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3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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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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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9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0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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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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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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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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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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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ttorney 1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27 audiences 1 ['ɔː diənsɪz] 受众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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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ader 1 n.巴德（姓氏名）

30 Bartlett 4 ['ba:tlit] n.巴特利特梨（西洋梨的一种）；巴特利特（男子名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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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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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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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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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3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39 blessed 1 ['blesid] adj.幸福的；受祝福的；神圣的 v.祝福（bless的过去分词）

40 bob 1 [bɔb] n.短发；摆动；浮子；轻敲；悬挂的饰品 vt.剪短；敲击；使上下快速摆动 vi.上下跳动；振动 n.(Bob)人名；(英)鲍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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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)

41 bolt 1 n.螺栓，螺钉；闪电，雷电；门闩；弩箭;（布的）一匹，一卷 vt.筛选；囫囵吞下；（把门、窗等）闩上；突然说出，脱
口说出 vi.（门窗等）闩上，拴住；冲出，跳出；（马等的）脱缰；囫囵吞下 adv.突然地；像箭似地；直立地

42 book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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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ookstore 1 ['bukstɔ:] n.书店（等于bookshop）

44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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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ien 9 n. 布赖恩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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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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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ble 1 n.缆绳；电缆；海底电报 vt.打电报 vi.打海底电报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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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2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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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rson 1 ['kɑ:sən] n.卡尔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54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5 chase 1 [tʃeis] vt.追逐；追捕；试图赢得；雕镂 vi.追逐；追赶；奔跑 n.追逐；追赶；追击 n.(Chase)人名；(英)蔡斯；(法)沙斯

56 cheap 2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5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5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59 civi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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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61 Clinton 1 n.克林顿

62 Coates 1 n.科茨（姓氏）；高氏（涂料公司名）

63 comedian 1 [kə'mi:djən] n.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64 comedians 1 n.喜剧演员，丑角( comedian的名词复数 )

65 commen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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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67 constant 1 ['kɔnstənt] adj.不变的；恒定的；经常的 n.[数]常数；恒量 n.(Constant)人名；(德)康斯坦特

68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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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71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72 dan 3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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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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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76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7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78 dolly 1 ['dɔli] n.洋娃娃；手推车；移动式摄影车；洗衣搅棒 vt.用移动车移动 vi.移动摄影车

79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80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81 Dryden 1 n.屈莱顿（英国诗人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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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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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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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dit 1 ['edit] vt.编辑；校订 n.编辑工作 n.(Edit)人名；(罗、匈)埃迪特

86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87 editor 2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88 editors 2 ['edɪtəz] n. 编辑；[计]编辑程序 名词editor的复数形式.

89 educated 1 ['edju:keitid] adj.受过教育的；有教养的 v.训练；教导；培育（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90 elon 1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
91 encyclopedia 1 n.百科全书（亦是encyclopaedia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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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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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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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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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97 evolve 1 vt.发展；进化；使逐步形成；推断出 vi.发展，进展；进化；逐步形成

98 evolved 1 [ɪ'vɒlvd] adj. 进化的 动词e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9 familiar 2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
100 famous 3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01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102 field 2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03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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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6 for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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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08 Franklin 1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
109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
110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11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2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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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Geoffrey 1 ['dʒefri] n.杰弗里（男子名）

11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6 Ginsburg 1 金斯伯格（人名）

11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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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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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guessing 1 ['ɡesɪŋ] v. 猜测；推测；认为（guess的现在分词）

121 guesswork 2 ['geswə:k] n.猜测；臆测；凭猜测所作之工作

12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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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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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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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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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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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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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28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29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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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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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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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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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34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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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owl 2 [haul] vi.咆哮；怒吼；狂吠 vt.狂喊着说；对…吼叫 n.嗥叫；怒号；嚎哭

137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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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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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1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2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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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45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46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7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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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149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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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51 john 4 [dʒɔn] n.厕所

152 johnny 1 ['dʒɔni] n.男人；家伙；短袖无领病号服 n.(Johnny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约翰尼

153 Jolene 1 n. 约琳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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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56 Keats 1 [ki:ts] n.济慈（英国诗人）

157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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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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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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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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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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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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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6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66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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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ewis 1 ['lju:is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169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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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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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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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2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73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74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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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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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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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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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181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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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84 memorable 1 ['memərəbl] adj.显著的，难忘的；值得纪念的

18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8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8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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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90 Mueller 1 n. 米勒

191 musk 1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
192 nasty 2 [['nɑ:sti, 'næs-] adj.下流的；肮脏的；脾气不好的；险恶的 n.令人不快的事物 性的吸引力

193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94 Navajo 2 ['nævəhəu] n.纳瓦霍人（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）

195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6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97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19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9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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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202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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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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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06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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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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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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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11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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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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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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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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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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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17 pages 1 ['peɪdʒɪz] n.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.

218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19 Paine 1 n.佩因（姓氏，也译作潘恩、佩恩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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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arton 1 ['pɑ:tɔn] n.部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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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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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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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oets 1 Phooey On Everything-Tomorrow's Saturday 对任何事表示轻视(明天是星期六)

22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7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
228 poorly 1 ['puəli, 'pɔ:-] adv.贫穷地；贫乏地；不充分地 adj.身体不舒服的；心情恶劣的

229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30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31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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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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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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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37 Quayle 1 n.(Quayle)人名；(英)奎尔

238 quotation 2 [kwəu'teiʃən, kəu-] n.[贸易]报价单；引用语；引证

239 quotations 6 [kwəʊ'teɪʃnz] n. 价目；引用 名词quotation的复数形式.

240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241 quotes 6 [k'wəʊts] 引用,引号的复数

242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24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4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45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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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48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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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51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52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53 ruth 1 [ru:θ] n.露丝（女子名）；路得；路得记

254 sad 2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55 said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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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ally 1 英 [ˈsæli] 美 [ˈsæli] n.突围；[军]出击；（感情等）迸发；俏皮话；远足 vt.突围；出发；动身，外出 n.(Sally)人名；(捷)萨
莉；(德、芬、意、英)萨莉(教名Sara、Sarah的昵称)

257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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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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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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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
261 Sessions 1 ['sɛʃəns] n.塞申斯（姓氏）

262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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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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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66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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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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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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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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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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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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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4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75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76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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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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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28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2 ta 1 [tɑ:] abbr.助教（teachingassistant）；正切角（TangentAngle）；顶部攻击（TopAttack）；技术援助（technicalassistance）；
公差表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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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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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esla 1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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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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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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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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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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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295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296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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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98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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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9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300 tried 2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01 trum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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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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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303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0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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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307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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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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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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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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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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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4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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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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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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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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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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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2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2 whose 2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23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4 wolf 1 [wulf] n.狼；色狼；残忍贪婪之人 vt.大吃；狼吞虎咽地吃 n.(Wolf)人名；(以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德、匈、法、罗、荷、英)
沃尔夫

325 wolves 1 [wulvz, 'wulvz] n.狼；贪婪者；色狼（wolf的复数） v.大口地快吃；狼吞虎咽（wolf的单三形式）

32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27 word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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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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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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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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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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