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reating Resilience_ Is It Nature
or Nurtur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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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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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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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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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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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itional 2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9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 adopted 1 [ə'dɔptid] adj.被收养的；被采用的 v.采用；接受（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 adoptive 1 [ə'dɔptiv] adj.采用的；有收养关系的

12 adulthood 1 ['ædʌlthud, ə'dʌlt-] n.成年；成人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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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5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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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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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20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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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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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ananda 1 ['ɑ:nəndə] n.完美的祝福 n.(Ananda)人名；(法、瑞典、泰、斯里、印)阿南达

26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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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swer 2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9 anxiety 2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30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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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3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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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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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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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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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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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vshalom 1 阿夫沙洛姆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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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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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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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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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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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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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haviors 1 [bɪheɪ'viː əʊz] 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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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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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ig 3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51 biological 2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52 biondolillo 4 比翁多利洛

53 body 2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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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oyce 4 博伊斯

56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57 brain 2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58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5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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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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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6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4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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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66 ca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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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68 caspi 1 n. 卡斯皮

69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70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71 charney 2 n. 查尼

72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73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74 childhood 2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75 children 8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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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78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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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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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mmonwealth 1 ['kɔmənwelθ] n.联邦；共和国；国民整体

82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83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84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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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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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87 creating 2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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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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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ennis 1 ['denis] n.丹尼斯（男子名）

91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92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93 destiny 2 ['destini] n.命运，定数，天命 n.(Destiny)人名；(英)德斯蒂尼，德斯蒂妮(女名)

94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95 development 2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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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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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00 difficulties 2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01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102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03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0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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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07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108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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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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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13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14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115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16 emphasizing 1 ['emfəsaɪzɪŋ] n. 强调 动词emphas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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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19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120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2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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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24 experience 5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25 experienced 4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26 experiences 3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27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28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129 famil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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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fear 2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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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fearful 1 ['fiəful] adj.可怕的；担心的；严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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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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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ight 3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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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37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38 flight 2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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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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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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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44 frightened 1 ['fraitnd] adj.害怕的；受惊的；受恐吓的 v.害怕；使吃惊；吓走（frighten的过去分词）

145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6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47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48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49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50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151 genes 6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152 genetics 1 [dʒi'netiks] n.遗传学

153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54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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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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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58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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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61 guarantees 1 [ˌɡærən'tiː ] n. 保证；保证书；担保；担保人；抵押品 vt. 保证；担保

162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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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Haiti 3 ['heiti] n.海地

165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66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67 hardship 1 ['hɑ:dʃip] n.困苦；苦难；艰难险阻

168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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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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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he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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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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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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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75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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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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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77 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78 him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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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9 his 1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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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ormone 1 ['hɔ:məun] n.[生理]激素，荷尔蒙

182 hormones 1 英 ['hɔː məʊn] 美 ['hɔː moʊn] n. 荷尔蒙；激素 名词hormone的复数形式.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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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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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86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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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7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8 influence 2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89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190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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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involved 2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2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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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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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96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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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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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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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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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ife 6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0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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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indsey 1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
206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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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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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09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210 loving 1 ['lʌviŋ] adj.亲爱的；钟情的；忠诚的 n.(Lov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洛文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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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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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4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5 medication 1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
216 mental 5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17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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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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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moffitt 1 n. 莫菲特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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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ount 1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222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23 nature 4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24 negative 4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225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226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227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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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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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31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2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33 nurture 3 ['nə:tʃə] vt.养育；鼓励；培植 n.养育；教养；营养物

234 nurtured 1 英 ['nɜ tːʃə(r)] 美 ['nɜ rːtʃər] vt. 养育；培育；照顾；扶持 n. 养育；培育；环境因素

235 nurturing 2 v.培育；养育；培植（nurture的现在分词） n.培育；养育

236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237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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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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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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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242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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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rphanage 2 ['ɔ:fənidʒ] n.孤儿院；孤儿身份

244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45 others 3 pron.其他人

246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7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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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arenting 1 ['pεərəntiŋ] n.父母对子女的养育 v.教养（parent的ing形式）；做…的父亲或母亲

250 parents 4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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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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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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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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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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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58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59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260 prepares 1 英 [prɪ'peə(r)] 美 [prɪ'per] v. 预备；准备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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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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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problems 5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64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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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67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268 psychological 1 [,psaikə'lɔdʒikəl] adj.心理的；心理学的；精神上的

269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27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71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72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73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4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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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recover 4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277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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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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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esearch 4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81 researcher 2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82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3 resilience 7 [ri'ziliəns, -jəns] n.恢复力；弹力；顺应力

284 response 3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85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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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ichmond 1 ['ritʃmənd] n.里士满（美国弗吉尼亚首府）

288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89 sai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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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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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2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93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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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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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297 sensitive 1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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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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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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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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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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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30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05 Sinai 1 ['sainai; 'saini,ai] n.西奈

306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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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sister 2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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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10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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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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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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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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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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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17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318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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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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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teeve 2 [sti:v] n.吊杆，起重桅；斜桅仰角 vt.用吊杆装入船舱，使倾斜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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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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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tress 6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324 stressful 2 ['stresful] adj.紧张的；有压力的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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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327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28 studies 3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29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330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3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32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33 suggests 3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34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35 supportive 2 [sə'pɔ:tiv] adj.支持的；支援的；赞助的

336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337 sympathetic 1 [,simpə'θetik] adj.同情的；交感神经的；共鸣的；赞同的；和谐的；合意的 n.交感神经；容易感受的人

338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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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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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anner 1 ['tænə] n.制革工人；六便士 n.(Ta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坦纳

342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343 terrie 1 n. 苔莉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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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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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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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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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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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350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51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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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53 thing 3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54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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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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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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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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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362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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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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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6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66 towns 1 n. 汤斯

367 trait 1 [trei, treit] n.特性，特点；品质；少许 n.(Trait)人名；(法)特雷

368 trauma 3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
369 traumas 1 英 ['trɔː mə] 美 ['traʊmə] n. 创伤；外伤

370 traumatic 4 adj.（心理）创伤的 adj.（生理）外伤的

371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72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373 tri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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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4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75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76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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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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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vanish 1 ['væniʃ] vi.消失；突然不见；成为零 vt.使不见，使消失 n.弱化音

381 vanished 1 ['vænɪʃd] adj. 消失了的 动词va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82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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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384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385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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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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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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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8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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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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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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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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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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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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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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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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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01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02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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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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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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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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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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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7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08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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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1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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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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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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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417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