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03 [Arts and Culture] Piano Belonging to Thomas Edison
Shows Unusual Mark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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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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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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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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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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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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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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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2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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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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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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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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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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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9 beds 1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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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2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3 belonging 1 [bi'lɔŋiŋ] n.所有物；行李；附属物

24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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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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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iography 2 [bai'ɔgrəfi] n.传记；档案；个人简介

28 bite 4 [bait] vt.咬；刺痛 n.咬；一口；咬伤；刺痛 vi.咬；刺痛 abbr.机内测试设备（Built-InTestEquipment） n.(Bite)人名；(匈)比泰

29 biting 3 ['baitiŋ] adj.刺痛的；辛辣的 v.咬；抓住；刺进；欺骗（bite的ing形式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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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31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32 bought 3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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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35 buys 2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36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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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3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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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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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hairs 1 英 [tʃeə(r)] 美 [tʃer] n. 椅子；(会议的)主席 vt. 主持；当 ... 的主席

41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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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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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harles 1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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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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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4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50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51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52 cried 1 [kraid] v.哭泣；喊叫（cry的过去分词）

53 curator 2 [kjuə'reitə] n.馆长；监护人；管理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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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ealers 1 ['diː ləz] n. 商人 名词dealer的复数形式.

56 device 2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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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60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61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62 ebony 1 ['ebəni] adj.乌木制的，黑檀木制的；似木的，黑檀木色的 n.乌木，黑檀 n.(Ebony)人名；(英)埃博妮

63 Edison 17 ['edisn] n.爱迪生（美国发明家）

64 Edmund 1 n. 埃德蒙（男子名）

6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66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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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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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0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71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2 experimenting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73 fabris 1 n. 法布里斯

7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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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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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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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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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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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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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4 Friedman 10 n.弗里德曼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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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7 frommer 4 弗罗梅尔

88 furniture 2 ['fə:nitʃə] n.家具；设备；储藏物

89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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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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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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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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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96 guest 1 [gest] n.客人，宾客；顾客 vt.款待，招待 vi.作客，寄宿 adj.客人的；特邀的，客座的 n.(Guest)人名；(英)格斯特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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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hammers 1 英 ['hæmə(r)] 美 ['hæmər] n. 锤；榔头 vi. 锤击；反复敲打 vt. 锤打；严厉批评

99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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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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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03 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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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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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ear 3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06 hearing 2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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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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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09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110 him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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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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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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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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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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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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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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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udson 1 ['hʌdsən] n.哈得孙河

119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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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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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24 instrument 8 ['instrumənt, 'instrə-, -ment] n.仪器；工具；乐器；手段；器械

125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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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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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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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inventor 3 [in'ventə] n.发明家；[专利]发明人；创造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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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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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32 Jerry 1 ['dʒeri] n.杰里（男子名）

133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3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35 keyboard 2 ['ki:bɔ:d] n.键盘 vt.键入；用键盘式排字机排字 vi.用键盘进行操作；作键盘式排字机排字

136 keys 2 n.（钢琴等的）键；[计]密钥（key的复数）；关键帧 v.键入；调整…的调子（key的三单形式） n.(Keys)人名；(英)基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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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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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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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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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44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4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47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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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over 1 n.爱人，恋人；爱好者 n.(Lover)人名；(英)洛弗 n.小三；第三者

150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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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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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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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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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arks 8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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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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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59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60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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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orris 1 ['mɔris] n.（打扮成RobinHood等传奇人物跳的）莫理斯舞 n.(Morris)人名；(丹、德、法、捷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莫里斯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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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65 music 4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66 musical 3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67 musician 1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
168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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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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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1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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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4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175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77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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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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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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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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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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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riginal 2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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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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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90 owned 3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191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92 paperwork 1 ['peipə,wə:k] n.文书工作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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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95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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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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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honograph 3 ['fəunəgrɑ:f, -græf] n.留声机；[电子]电唱机 vt.用留声机灌音；用留声机放音

199 phonographs 2 n.<美>留声机( phonograph的名词复数 )

200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
201 piano 21 [pi'ænəu, pi'ɑ:-] n.钢琴 n.(Pian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皮亚诺

202 pianos 4 英 [pɪ'ænəʊ] 美 [pi'ɑnoʊ] n. 钢琴 adj. 轻柔的 adv. 轻柔地

203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04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5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06 played 2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07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208 playing 2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09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210 possible 3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11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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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ressing 2 ['presiŋ] n.压；冲压件 adj.紧迫的；迫切的；恳切的 v.压；按；熨烫衣物（press的ing形式） n.(Pressing)人名；(德)普
雷辛

214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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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21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17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218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19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0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21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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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24 rebuilder 1 [riː 'bɪldə] 重建者

22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6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27 recording 3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28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229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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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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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3 replicate 2 ['replikit, 'replikeit] vt.复制；折叠 vi.重复；折转 adj.复制的；折叠的 n.复制品；八音阶间隔的反覆音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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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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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38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39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40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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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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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44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45 sells 2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4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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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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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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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252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53 skull 4 [skʌl] n.头盖骨，脑壳

254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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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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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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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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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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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260 sons 1 [sʌnz] n.儿子们（son的复数）；子弟

261 sou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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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63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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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
266 steinway 5 n.(Steinway)人名；(德)施泰因韦；(英)斯坦韦 n.(Steinway)品牌名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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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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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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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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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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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4 tables 1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
275 teeth 4 [ti:θ] n.牙齿

276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77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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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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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0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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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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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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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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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omas 3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28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8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89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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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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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2 tooth 2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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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tune 2 [tju:n, tu:n] n.曲调；和谐；心情 vt.调整；使一致；为…调音 vi.[电子][通信]调谐；协调 n.(Tune)人名；(英)图恩

295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296 unusual 2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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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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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0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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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30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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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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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306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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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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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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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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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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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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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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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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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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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7 wires 1 ['waɪəz] n. 金属丝；金属线；电线 n.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.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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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ood 2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20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
321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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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2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323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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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6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32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29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3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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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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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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