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8 [Arts and Culture] Three Toys Chosen to Enter Toy Hall
of Fam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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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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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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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hall 9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7 toy 9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托
伊；(法)图瓦

8 fame 7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9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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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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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asters 5 n.马斯特斯（人名）

12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 pl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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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oys 5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
15 universe 5 ['ju:nivə:s] n.宇宙；世界；领域

16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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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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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t 3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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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chosen 3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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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g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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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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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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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attel 3 n.美泰公司（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之一）；美泰儿（生产芭比娃娃的制造商）

27 museum 3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8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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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31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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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series 3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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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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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6 top 3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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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7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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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0 ancient 2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41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42 box 2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43 brite 2 abbr.欧洲工业技术基础研究（BasicResearchinIndustrialTechnologiesforEurope） n.(Brite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4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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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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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haracters 2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47 choices 2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48 confidence 2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49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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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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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enter 2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53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54 fantasy 2 ['fæntəsi] n.幻想；白日梦；幻觉 adj.虚幻的 vt.空想；想像 vi.耽于幻想；奏幻想曲（等于phantasy）

55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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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game 2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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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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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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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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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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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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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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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light 2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6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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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lite 2 [lait] adj.清淡的；低盐的；简化的 n.不重要的事物；简化物；软饮料 n.(Lite)人名；(法、西)利特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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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70 remained 2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71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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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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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villain 2 ['vilən] n.坏人，恶棍；戏剧、小说中的反派角色；顽童；罪犯 n.(Villain)人名；(法)维兰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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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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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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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81 accepts 1 [ək'sept] vt. 接受；同意；承担(责任等) vi. 接受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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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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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6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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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89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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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92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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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ata 1 [,ækən'θəumətə] abbr.航空运输协会（AirTransportAssociationofAmerica）；高级技术附加装置
（AdvancedTechnologyAttachment） n.(Ata)人名；(阿拉伯、土、土库、哈萨、塔吉、吉尔、乌兹、阿塞、意、塞、巴基)阿
塔

95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96 background 1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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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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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00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101 bensch 1 n. 本施

102 bingo 1 ['biŋgəu] n.宾戈游戏 n.(Bingo)人名；(日)备后(姓)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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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105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106 cardboard 1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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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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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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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hooses 1 [tʃuːz] v. 选择；决定

112 Christopher 1 ['kristəfə] n.克里斯多夫（男子名）

113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14 collections 1 [kə'lekʃənz] n. 收集；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15 collector 1 [kə'lektə] n.收藏家；[电子]集电极；收税员；征收者

116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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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mmits 1 [kə'mɪt] v. 犯罪；承诺；委托；托付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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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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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122 creativity 1 [,kriei'tiviti] n.创造力；创造性

123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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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12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26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27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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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dwyer 1 n. 德怀尔

130 encouragement 1 [in'kʌridʒmənt] n.鼓励

131 entries 1 n. 项；条目 名词entry的复数形式.

132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33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134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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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figures 1 ['fɪgəs] n. 图形，数字，外形，体型，形状，人物，塑像，图表，(冰上表演动作的)花样（figure的复数形式 v. 是重要部
分，认为，演算，领会到（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7 finalist 1 ['fainəlist] n.参加决赛的选手

138 glow 1 [gləu] vi.发热；洋溢；绚丽夺目 n.灼热；色彩鲜艳；兴高采烈

139 glowing 1 ['gləuiŋ] adj.灼热的；热情洋溢的；鲜艳的 v.发光；容光焕发（glow的ing形式）；发热

140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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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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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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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hasbro 1 n.孩之宝公司（美国跨国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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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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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9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150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15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52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153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154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
155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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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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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160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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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163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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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5 marketed 1 英 ['mɑːkɪtɪd] 美 ['mɑrkɪtɪd] adj. 推向市场的 动词mark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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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168 motivation 1 [,məuti'veiʃən] n.动机；积极性；推动

169 nerf 1 [nə:f] vi.（把汽车拆卸减重后举行的短程高速驾驶比赛中）冲撞别的汽车 n.(Nerf)人名；(瑞典)内尔夫

170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17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2 nintendo 1 [nin'tendəu] n.任天堂（日本电子游戏公司及其开发的电脑游戏名称）

173 nominate 1 ['nɔmineit, 'nɔminət, -neit] vt.推荐；提名；任命；指定

174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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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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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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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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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2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83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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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i 1 ['kæmpi:] abbr.产品改进（ProductImprove）

186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187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8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18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0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191 pound 1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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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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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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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uppies 1 ['pʌpi] n. 小狗；自负的小伙子

198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19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0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201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02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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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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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06 Rochester 1 ['rɔtʃistə; -tʃes-] n.罗契斯特市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城市）；罗契斯特市（美国纽约州港市）；罗契斯特市（英国东
南部一城市）

207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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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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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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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·威妥玛)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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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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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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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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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16 spinning 1 ['spiniŋ] n.纺纱 adj.纺织的 v.旋转，纺织（spin的现在分词）

217 spirograph 1 ['spaiərəgrɑ:f, -græf] n.呼吸运动记录器，呼吸描记器

218 spun 1 [spʌn] adj.纺成的 v.纺（spin的过去分词）；旋转

219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220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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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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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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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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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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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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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3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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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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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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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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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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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2 winners 1 温纳斯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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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4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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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