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9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Scrabble Dictionary Adds 500
New Word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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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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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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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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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7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8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 adult 2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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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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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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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 and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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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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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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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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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moon 1 n. 喜月

22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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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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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oo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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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28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2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0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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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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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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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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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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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37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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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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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41 compound 1 n.[化学]化合物；混合物；复合词 adj.复合的；混合的 v.合成；混合；恶化，加重；和解，妥协

4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43 convo 1 n.康沃变频器

4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45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46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
47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48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49 dictionaries 1 [['dɪkʃənərɪ] 名词dictionary的复数形式

50 dictionary 11 ['dikʃənəri] n.字典；词典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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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53 dox 1 [dɔː ks] n. 纪录影片

54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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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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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diting 1 n.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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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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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2 eight 3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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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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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6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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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amili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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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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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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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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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orgotten 1 [fə'gɔtn] v.忘记（forget的过去分词）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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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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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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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g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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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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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82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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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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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85 guacamole 1 [,gwɑ:kə'məulei] n.鳄梨色拉酱（一种含鳄梨泥的墨西哥凉拌酱）

86 haircut 1 ['hεəkʌt] n.理发；发型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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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asbro 1 n.孩之宝公司（美国跨国公司）

89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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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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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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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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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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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9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8 hogweed 1 ['hɔgwi:d] n.豕草，猪草

99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00 horchata 2 n.(Horchata)人名；(西)奥查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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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03 hunt 2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104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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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6 include 4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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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09 informal 2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11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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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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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kabocha 2 贺保茶(姓,日本)

11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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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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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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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eanne 1 n. 利安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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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22 letter 2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123 letters 2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4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25 l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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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ongstanding 1 英 [ˌlɒŋ'stændɪŋ] 美 ['lɒŋ'stændɪŋ] adj. (已持续)长时间的；为时甚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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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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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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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31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132 meaning 2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33 merriam 3 n. 梅里亚姆

134 mistakenly 1 [mi'steikənli] adv.错误地；曲解地，被误解地

135 Mohawk 1 n.莫霍克语；莫霍克族 n.莫西干头（发型）

13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37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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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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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uslims 1 穆斯林

14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4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43 new 1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4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5 nouns 1 ['naʊnz] n. 名词

146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7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
148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49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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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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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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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55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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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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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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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ageview 1 [peɪd'ʒevju ]ː n. 页读数；访问页次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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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163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164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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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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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layers 5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168 points 3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16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70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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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7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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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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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uerto 1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
176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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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acks 1 [ræk] n. 行李架；（放衣物、碗碟等的）架子；拷问台；折磨；（比赛开始前固定球位置的）三角框 vt. 使痛苦；把...放
在架子上；累计取得

179 Ramadan 1 [,ræmə'dæn; -'dɑ:n] n.斋月（伊斯兰教历的九月，等于Ramazan）

180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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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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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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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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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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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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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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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ico 1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意、葡)里科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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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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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3 scoring 1 ['skɔ:riŋ] n.得分；刻痕；总谱 adj.得分的 v.得分（score的ing形式）；刻痕；记下

194 scrabble 12 ['skræbl] n.一种拼字游戏；抓；摸索；挣扎；涂鸦 vi.扒寻；摸索；挣扎；乱涂 vt.在…上乱涂；在…上乱扒

195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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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19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99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0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1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02 sitch 1 n. 西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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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05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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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okolowski 6 索科洛夫斯基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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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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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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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ounding 1 ['saundiŋ] n.音响；试探；测探水深 adj.发出声音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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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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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213 squash 1 [skwɔʃ, skwɔ:ʃ] vt.镇压；把…压扁；使沉默 vi.受挤压；发出挤压声；挤入 n.壁球；挤压；咯吱声；南瓜属植物；（英）
果汁饮料

214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215 stan 1 [stæn] n.斯坦（男子名） n.铁杆粉丝

216 standard 2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217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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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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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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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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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undown 1 ['sʌndaun] n.日落；阔缘的女帽 vi.产生夜间幻觉

222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22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4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25 technique 1 [tek'ni:k] n.技巧，技术；手法

226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27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28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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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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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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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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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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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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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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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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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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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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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0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4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43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4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45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24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47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248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249 unfollow 1 v. 取消关注

250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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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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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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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55 variation 1 [,vεəri'eiʃən] n.变化；[生物]变异，变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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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variations 2 [ˌveəriː 'eɪʃənz] n. 变更；变化；变异；变奏曲 名词variation的复数形式.

257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58 verb 5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259 verbs 1 [vɜːbz] n. 动词 名词verb的复数形式.

260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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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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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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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ebster 3 ['webstə] n.韦伯斯特（姓氏或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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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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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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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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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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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or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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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words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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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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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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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ritten 2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7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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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yoga 1 ['jəugə] n.瑜珈（意为“结合”，指修行）；瑜珈术；联想可360°翻转的平板电脑

282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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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
285 zedonk 1 [脊椎] 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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