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3 [Arts and Culture] Remembering Musician Christine
McVie of Fleetwood Mac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bey 1 ['æbi] n.大修道院，大寺院；修道院中全体修士或修女 n.(Abbey)人名；(法)阿贝；(英)阿比(教名Abigail的昵称)

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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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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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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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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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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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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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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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4 albums 1 n. 专辑，影集（album的复数形式）；相簿，相册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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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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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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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2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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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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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5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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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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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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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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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and 6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32 bands 1 ['bændz] n. (牧师或博士服的)领饰 名词band的复数形式.

33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34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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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37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38 blues 1 [blu:z] n.忧郁布鲁斯歌曲；蓝色物（blue的复数） v.把…染成蓝色（blu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9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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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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匈)博特

41 bouth 1 波

42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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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45 buckingham 2 ['bʌkiŋəm] n.白金汉宫（英国皇室）

46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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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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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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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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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1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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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54 Caty 2 卡蒂

5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6 ceremonial 1 [,seri'məunjəl] adj.仪式的；正式的，礼仪的 n.仪式，礼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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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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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60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61 Christine 9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62 Clinton 1 n.克林顿

63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64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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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mmentator 1 ['kɔmenteitə] n.评论员，解说员；实况播音员；时事评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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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69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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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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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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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75 defining 1 [dɪ'faɪnɪŋ] adj. 定义性的；限定的 动词define的现在分词.

76 dennis 1 ['denis] n.丹尼斯（男子名）

77 desire 2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78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79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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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ivorce 1 [di'vɔ:s] vt.使离婚，使分离；与…离婚 n.离婚；分离 vi.离婚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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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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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8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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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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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88 eduardo 1 n. 爱德华多

89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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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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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94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95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96 famil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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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98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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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elt 2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01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02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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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leetwood 8 ['fli:twud] n.弗利特伍德（港口名）；元首；弗利特伍德牌汽车

104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5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106 formed 3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07 founding 1 ['faundiŋ] adj.创办的；发起的 v.[机]铸造；建造；以…为基础（found的ing形式） n.[机]铸造；溶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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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10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111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2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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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grandfather 1 ['grænd,fɑ:ðə] n.祖父；始祖 vt.不受新规定限制

115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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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7 guardian 1 ['gɑ:diən] n.[法]监护人，保护人；守护者 adj.守护的 n.(Guardian)人名；(西)瓜尔迪安

118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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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hal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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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handwritten 1 ['hænd,ritən] adj.手写的 v.handwrite的过去分词

121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122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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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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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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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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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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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i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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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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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9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30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31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32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3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34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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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6 inauguration 2 [i,nɔ:gju'reiʃən] n.就职典礼；开始，开创；开幕式

13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3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39 induct 1 [in'dʌkt] vt.引导；感应；使…就职；征召入伍

140 inducted 1 [ɪn'dʌkt] vt. 使就职；使入伍；使入门；引导，带领；【电】感应

141 induction 1 n.[电磁]感应；归纳法；感应现象；入门培训，入职仪式，就职；诱导

14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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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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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146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47 interview 2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148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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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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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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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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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4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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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57 kent 1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158 keyboard 1 ['ki:bɔ:d] n.键盘 vt.键入；用键盘式排字机排字 vi.用键盘进行操作；作键盘式排字机排字

159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60 Lancashire 1 ['læŋkəʃə] n.兰开夏郡（英格兰西北部之州）

161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162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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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5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6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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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indsey 2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
169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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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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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mac 7 [mæk] abbr.测量与控制（MeasurementandControl）；机器辅助识别（MachineAidedCognition）；多路存取计算机（Multi-
AccessComputer）；多功能计算机（MultiactionComputer） n.(Mac)人名；(法、德、罗)马克；(英)马克

173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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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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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cvie 17 n. 麦克维

178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79 mea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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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81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82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83 membership 1 n.资格；成员资格；会员身份

184 mick 2 [mik] n.米克（男子名）；（贬）爱尔兰人

185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86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87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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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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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92 musical 2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93 musician 2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
194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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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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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icks 3 [nɪk] v. 刻痕；赶上；说中；<俚>欺骗；偷盗；逮捕 n. 刻痕；缺口；情况；<俚>监狱 Nick n. 尼克(男子名)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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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200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01 obtained 1 [əb't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obtain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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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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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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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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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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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rgan 1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210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2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13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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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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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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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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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passed 2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17 peacefully 1 adv.平静地；和平地

218 peacemaker 1 ['pi:s,meikə] n.调解者；和事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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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erfect 2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221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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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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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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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layed 3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2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8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29 pollster 1 ['pəulstə] n.民意测验专家，民意调查人；整理民意测验结果的人 n.(Pollster)人名；(英)波尔斯特

230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231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2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3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3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5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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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38 quintela 1 金特拉

239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40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41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42 regenerated 2 [rɪ'dʒenəreɪt] vt. 再生 adj. 再生的；复原的 n. 重生者；再生器官

243 relaxed 1 [ri'lækst] adj.松懈的，放松的；悠闲的，自在的；不严格的，不拘束的 v.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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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46 remembering 1 [ri'membəriŋ] n.回忆，记住 v.记住（remember的现在分词）；想起

247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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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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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51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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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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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ock 5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255 roll 3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256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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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59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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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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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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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eemingly 1 ['si:miŋli] adv.看来似乎；表面上看来

263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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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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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6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67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68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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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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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72 solo 1 ['səuləu] n.独奏；独唱；独奏曲 adj.独奏的；独唱的；单独的 vt.单人攀登；单独驾 vi.单独表演；放单飞 adv.单独地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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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ong 3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75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276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277 star 2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78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9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80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架

281 Stevie 2 n. 史蒂维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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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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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28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87 supposedly 1 [sə'pəuzidli] adv.可能；按照推测；恐怕

288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
28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0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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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ENS 1 十位

293 Teresa 1 [te'resɑ:] n.特里萨（女名）

294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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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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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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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99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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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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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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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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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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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6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307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308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0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1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1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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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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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violinist 1 [,vaiə'linist] n.小提琴演奏者，小提琴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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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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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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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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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21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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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24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5 Westminster 1 ['westminstə] n.威斯敏斯特（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）；议会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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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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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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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31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
332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3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3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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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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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9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40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41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4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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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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