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2 [Arts and Culture] What's Being Served at US State
Dinner for French President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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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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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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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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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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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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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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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3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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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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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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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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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19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0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1 batiste 1 [bæ'ti:st] n.薄织的麻布；细薄毛织料 n.(Batiste)人名；(西、英)巴蒂斯特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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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24 bedrock 1 [,bed'rɔk, 'bed-] n.[地质]基岩；根底；基本原理

25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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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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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29 bidens 2 鬼针草属

30 blue 3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31 brigitte 1 布丽奇特（女子名，Bridget的异体）

3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33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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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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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ke 1 [keik] n.蛋糕；块状物；利益总额 vt.使结块 vi.结成块状 n.(Cake)人名；(英)凯克；(塞)察凯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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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ndles 2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
38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
39 champagne 1 [,ʃæm'pein] n.香槟酒；香槟酒色 n.(Champagne)人名；(法)尚帕涅；(英)尚帕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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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heeses 1 [tʃiː z] n. 干酪；乳酪；奶酪 vt. 使停止

41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42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43 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
44 cloths 1 [klɔθs, klɔ:ðz] n.布（cloth的复数）；织物；布块

45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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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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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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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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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5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3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54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55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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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5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59 decorated 2 ['dekəreitid] adj.装饰的，修饰的 v.装饰，修饰（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60 decoration 1 [dɛkə'reɪʃ(ə)n] n.装饰，装潢；装饰品；奖章

61 decorations 2 [dekə'reɪʃəns] n.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.

62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63 dessert 1 [di'zə:t] n.餐后甜点；甜点心 n.(Dessert)人名；(法)德塞尔

64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65 dinner 10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66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67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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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lizondo 1 n. 埃利桑多

70 emmanuel 1 [i'mænjuəl] n.以马内利（耶稣基督的别称）；伊曼纽尔（男子名，等于Immanuel）

71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72 endure 1 [in'djuə] vt.忍耐；容忍 vi.忍耐；持续

73 enduring 1 [in'djuəriŋ] adj.持久的；能忍受的 v.忍耐（endure的ing形式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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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quality 2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76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77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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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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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81 flashes 1 ['flæʃɪz] n. 光芒；闪光 动词flash的复数形式.

82 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
83 flowers 2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84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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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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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87 france 3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88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89 freezer 1 ['fri:zə] n.冰箱；冷冻库；制冷工

90 French 3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91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92 friendship 2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93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4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95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96 Georgetown 1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97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98 glasses 1 ['glɑːsɪz] n. 眼镜；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.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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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Grammy 1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
101 gu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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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uests 2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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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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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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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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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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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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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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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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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1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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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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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118 hosted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119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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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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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22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3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24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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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5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26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7 irises 1 ['aɪrɪs] n. 虹膜；鸢尾属植物 Iris. n. [希神]彩虹女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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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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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3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32 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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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135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36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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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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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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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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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143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44 lobster 1 ['lɔbstə] n.龙虾 龙虾肉

145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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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47 macron 3 ['mækrɔn, 'mei-] n.长音符号（加于元音上） n.(Macron)人名；(法)马克龙

148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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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150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51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152 meal 2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153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154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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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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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59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60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161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162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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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165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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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6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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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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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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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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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17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7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5 oven 2 ['ʌvən] n.炉，灶；烤炉，烤箱 n.(Oven)人名；(荷)奥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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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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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79 plates 1 [pleɪts] n. 盘子；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.

18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81 president 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82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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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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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red 3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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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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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90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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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93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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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95 sculpture 2 ['skʌlptʃə] n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t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i.从事雕刻

196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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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199 served 2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00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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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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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3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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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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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inger 1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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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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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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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10 sparkling 2 ['spɑ:kliŋ] adj.闪闪发光的，闪烁的；起泡沫的 v.闪耀；发出火花；起泡沫（sparkle的ing形式） n.(Sparkling)人名；
(英)斯帕克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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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12 spec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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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at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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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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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tatue 1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
216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17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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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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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1 table 2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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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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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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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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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8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9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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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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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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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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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3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234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35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3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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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39 us 1 pron.我们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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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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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43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244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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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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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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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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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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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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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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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hite 5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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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57 wine 1 [wain] n.酒，葡萄酒；紫红色 vi.喝酒 vt.请…喝酒 n.(Wine)人名；(英)瓦恩

258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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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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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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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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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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