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06 [As It Is] Relatives of a Famous Writer Offer New Social
Rules in New Book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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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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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4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5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book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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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post 12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8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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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emily 8 ['emili] n.埃米莉（女子名）

11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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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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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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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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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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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etiquette 7 ['etiket] n.礼节，礼仪；规矩

18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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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fferent 5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22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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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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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Manners 5 ['mænəz] n. 礼貌；规范；风俗 名词manner的复数形式.

25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6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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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dvice 4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28 great 4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9 others 4 pron.其他人

30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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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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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5 as 3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6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7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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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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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issues 3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40 lizzie 3 ['lizi] n.莉齐（女子名）

41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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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posts 3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
43 privilege 3 n.特权；优待 vt.给予…特权；特免

44 rules 3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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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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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tools 3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49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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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1 writer 3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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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wareness 2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54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5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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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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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 2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9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0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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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as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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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dition 2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63 elitism 2 [ei'li:tizəm, i'-] n.精英主义；杰出人物统治论

64 exclusion 2 [ik'sklu:ʒən] n.排除；排斥；驱逐；被排除在外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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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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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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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ender 2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69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70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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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granddaughter 2 ['græn,dɔ:tə] n.孙女；外孙女

72 grew 2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73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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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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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76 miscarriage 2 [,mis'kæridʒ] n.[妇产]流产；失败；误送

77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78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79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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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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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ronouns 2 [p'rəʊnaʊnz] n. 代词 名词pronoun的复数形式.

82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83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84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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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86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87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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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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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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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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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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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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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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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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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98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99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100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101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02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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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105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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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9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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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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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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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14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115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116 Baltimore 1 [Lord lɔ:d] n.巴尔的摩（美国一座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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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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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121 benefited 1 adj.受益的 v.受益（benefit的过去式）

12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23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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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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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26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127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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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0 cheek 1 [tʃi:k] n.面颊，脸颊；臀部 vt.无礼地向…讲话，对…大胆无礼 n.(Cheek)人名；(英)奇克

131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3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33 come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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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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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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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usin 1 ['kʌzən] n.堂兄弟姊妹；表兄弟姊妹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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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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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140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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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43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144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5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46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7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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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150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1 divorcing 1 英 [dɪ'vɔː s] 美 [dɪ'vɔː rs] n. 分离；离婚 vt. 使分离；与 ... 离婚 vi. 离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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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ressing 1 ['dresiŋ] n.穿衣；加工；调味品；装饰；梳理 v.给…穿衣；为…打扮（dress的现在分词）

154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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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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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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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60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61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2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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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6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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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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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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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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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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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172 handshakes 1 n.握手( handshake的名词复数 ); （大笔的）退职金，解雇费

17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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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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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hug 1 [hʌg] vt.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，坚持 vi.拥抱；紧抱在一起；挤在一起 n.拥抱；紧抱；固执 n.(Hug)人名；(英)胡克；(法)于
格；(德、瑞典)胡格

177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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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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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inclusive 1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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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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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kiss 1 [kis] vt.吻；（风等）轻拂 vi.接吻；（风等）轻触 n.吻；轻拂 n.(Kiss)人名；(德、英、俄)基斯；(匈、罗)基什

185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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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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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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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91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92 loses 1 [luːz] vt. 丢失；失败；削减；丧生；看不到；亏损；迷失 vi. 失败；经受损失；走慢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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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95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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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arriages 1 n. 婚姻；结合；兼并（marriage的复数）

198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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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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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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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03 mourning 1 ['mɔ:niŋ, 'məun-] n.哀痛；服丧 v.哀伤；为…哀悼（mourn的ing形式）

204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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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07 nicer 1 [naɪsə] adj. 更好的(nice的比较级)

208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09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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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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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13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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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16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217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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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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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odcast 1 英 ['pɒdkɑːst] 美 ['pɑːdkæst] n. 播客 v. 发表博客

221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22 pregnancy 1 ['pregnənsi] n.怀孕；丰富，多产；意义深长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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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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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27 pronoun 1 ['prəunaun] n.代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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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30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231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23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33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234 reflection 1 [re'flekʃən] n.反射；沉思；映象

235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36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237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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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39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40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41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4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3 secrecy 1 ['si:krəsi] n.保密；秘密；隐蔽

244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45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246 senning 1 森宁

247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8 separations 1 [sepə'reɪʃnz] 离析物

249 servers 1 ['sɜ rːvərs] n. 【计】服务器；佣人，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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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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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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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cieties 1 [sə'saɪəti] n. 社会；(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、法律等的）特定群体；社团；协会；上层社会；社交圈；交往

255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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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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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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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59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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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62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263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6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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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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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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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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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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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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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imely 1 ['taimli] adj.及时的；适时的 adv.及时地；早

273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274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275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76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7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8 unborn 1 [,ʌn'bɔ:n] adj.未来的；未诞生的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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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28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2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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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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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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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7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288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289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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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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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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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3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94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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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9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99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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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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