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12 [Arts and Culture] Model Villages Are a Holiday
Traditi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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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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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6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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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9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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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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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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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7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9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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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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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4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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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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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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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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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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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ake 1 [beik] vt.烤，烘焙 vi.烘面包；被烤干；受热 n.烤；烘烤食品 n.(Bake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巴克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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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4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35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3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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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40 birdhouses 1 n.小鸟笼，小鸟舍，禽舍( birdhouse的名词复数 )

41 blogger 1 ['blɒɡə(r)] n. 写日志(部落格)的人

42 bookcase 1 ['bukkeis] n.[家具]书柜，书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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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ottlebrush 1 ['bɔtlbrʌʃ] n.洗瓶刷；天花菜类植物

44 branches 2 英 [brɑːntʃ] 美 [bræntʃ] n. 分部；部门；分店；分支；树枝 v. 分岔；分支

45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46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7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8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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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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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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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rdboard 3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
54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55 ceramic 2 [si'ræmik] adj.陶瓷的；陶器的；制陶艺术的 n.陶瓷；陶瓷制品

56 ceramics 1 [si'ræmiks] n.制陶术，制陶业（ceramic的复数）

57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8 Christmas 4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59 circles 1 英 ['sɜːkl] 美 ['sɜ rːkl] n. 圆圈；圈子；包厢 v. 划圈；包围；盘旋；环绕

6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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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63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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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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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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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8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69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0 craft 2 [krɑ:ft, kræft] n.工艺；手艺；太空船 vt.精巧地制作 n.(Craft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)克拉夫特

71 crafts 1 英 [krɑ fːt] 美 [kræft] n. 工艺；手艺；狡诈；船舶；航空器；行会成员 vt. 手工制作；精心制作

7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3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74 creative 2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7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6 Dayna 1 n. 戴娜

77 decorate 2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
78 decorating 1 ['dekə] n. 装潢；装饰 动词deco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9 decorations 1 [dekə'reɪʃəns] n.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.

80 decorative 1 ['dekərətiv] adj.装饰性的；装潢用的

81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82 depot 1 ['depəu, 'di:-] n.仓库；停车场；航空站 vt.把…存放在储藏处 adj.药性持久的 n.(Depot)人名；(刚(布))德波特

83 describing 2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84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85 designers 1 [dɪ'zaɪnəz] 设计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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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8 distribute 2 [di'stribju:t, 'dis-] vt.分配；散布；分开；把…分类

89 distributed 1 [di'stribjutid] adj.分布式的，分散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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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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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93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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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lements 2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96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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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8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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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venings 1 ['i:vniŋz] adv.在（任何）晚上；每晚

100 evergreen 1 ['evəgri:n] n.常绿树；常绿植物 adj.[植]常绿的；永葆青春的

101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02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03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04 famil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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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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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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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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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fireplaces 1 n.壁炉( fireplace的名词复数 )

110 fishburne 5 n. 菲什伯恩

111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112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113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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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1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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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litter 1 ['glitə] vi.闪光；闪烁 n.闪光；灿烂

119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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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grandparents 1 ['grændpeərənts] n. 外祖父母；祖父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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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23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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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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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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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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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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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oliday 5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30 holiday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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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1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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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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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houses 6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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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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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6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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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39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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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1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2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43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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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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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6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4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8 Isom 1 n. 艾瑟姆

149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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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1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52 kelly 1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153 ki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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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55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56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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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158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
159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1 ligh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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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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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164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65 little 4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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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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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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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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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ake 4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72 making 5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73 Mandell 1 n. 曼德尔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5 matchbox 1 ['mætʃbɔks] n.火柴盒

176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77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78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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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81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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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odel 7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84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185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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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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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nicely 1 ['naisli] adv.漂亮地；恰好地；精细地 n.(Nicely)人名；(英)奈斯利

189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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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ostalgia 1 [nɔ'stældʒiə, nə-] n.乡愁；怀旧之情；怀乡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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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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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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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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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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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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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9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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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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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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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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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aint 2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205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206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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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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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9 perfec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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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11 pin 1 n.大头针，别针，针；栓；琐碎物 vt.钉住；压住；将……用针别住

212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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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4 playful 1 ['pleiful] adj.开玩笑的；幽默的；爱嬉戏的

215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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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7 popularized 1 英 ['pɒpjələraɪz] 美 ['pɑːpjələraɪz] vt. 普及；使流行；使通俗化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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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220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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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utting 2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22 recommends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
22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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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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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
227 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
228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29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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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23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2 scale 2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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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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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36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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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7 shine 1 vi.发出光；反射光，闪耀；出类拔萃，表现突出；露出；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vt.照射，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；（口）通
过擦拭使…变得有光泽或光 n.光亮，光泽；好天气；擦亮；晴天；擦皮鞋；鬼把戏或诡计 n.（英）夏因（人名）；（日）
新荣（人名）

238 shiny 1 ['ʃaini] adj.有光泽的，擦亮的；闪耀的；晴朗的；磨损的

239 shops 2 英 [ʃɒp] 美 [ʃɑːp] n. 商店；车间 v. 逛商店；购物；买东西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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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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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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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4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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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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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katers 1 [s'keɪtəz] 免疫功能

248 skillful 1 ['skilful] adj.熟练的；巧妙的

249 sm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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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251 snowy 2 ['snəui] adj.下雪的，多雪的；被雪覆盖的；洁白无瑕的

25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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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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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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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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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omething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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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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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5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59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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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pin 2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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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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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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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65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66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267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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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70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271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72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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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 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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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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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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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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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1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82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83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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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85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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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7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88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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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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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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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293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294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295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296 tre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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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rees 4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298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299 trending 3 [trend] n. 趋势；倾向；方位 vi. 倾向；转向

300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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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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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03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04 usually 3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5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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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village 9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07 villages 9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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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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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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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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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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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17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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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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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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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21 Woolworth 1 ['wulwə:θ] n.伍尔沃斯（姓氏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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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wreath 1 [ri:θ] n.花冠；圈状物 vt.环绕（等于wreathe） vi.盘旋（等于wreathe）

324 wreathes 1 [riː ð] v. 环绕；盘绕；作成花圈

32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27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28 your 9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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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zachary 2 ['zækəri] n.扎卡里（男子名）；圣扎迦利（等于Zacharias，Saint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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