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31 [Arts and Culture] Final Goodbye_ Remembering
Influential People Who Died in 202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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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was 1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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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died 1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8 world 1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9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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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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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e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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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3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his 8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 who 8 pron.谁；什么人

16 Elizabeth 7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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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mo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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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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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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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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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helped 5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2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4 actor 4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2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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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ommen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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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film 4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28 former 4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29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0 lost 4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1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2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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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4 popular 4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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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7 abe 3 [eib] n.亚伯（男子名，等于Abraham）

3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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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mong 3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40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1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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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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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japan 3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44 john 3 [dʒɔn] n.厕所

45 leaders 3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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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Newton 3 ['nju:tən] n.牛顿（英国科学家）；牛顿（力的单位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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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ele 3 [pi:] vt.剥；削；剥落 n.(Pele)人名；(罗)佩莱

50 queen 3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51 soccer 3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52 soviet 3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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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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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7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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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ssassination 2 [ə,sæsi'neiʃən] n.暗杀，行刺

59 August 2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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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arer 2 n.持票人；[建]承木；[机]托架；送信人；搬运工人；不记名（债券，股票等）

62 bl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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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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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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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67 career 2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68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69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70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71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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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fant 2 [ɔŋ'fɔŋ] n.（法）小孩，儿童 n.(Enfant)人名；(法)昂方

73 entertainers 2 n.（娱乐节目的）表演者，艺人( entertainer的名词复数 )

74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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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odard 2 戈达德（人名）

77 Gorbachev 2 n.戈尔巴乔夫

7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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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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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II 2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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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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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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83 mcvie 2 n. 麦克维

84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85 monarch 2 ['mɔnək, -ɑ:k] n.君主，帝王；最高统治者

86 monarchy 2 ['mɔnəki] n.君主政体；君主国；君主政治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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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89 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90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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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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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erformer 2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94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95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96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人
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97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98 ro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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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ro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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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101 santos 2 ['sa:ntu:s] n.桑托斯（巴西港口）

102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03 sing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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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05 sports 2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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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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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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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errible 2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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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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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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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115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6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7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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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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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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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lbums 1 n. 专辑，影集（album的复数形式）；相簿，相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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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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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lvarez 1 阿尔瓦雷斯 n.(Alvarez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瑞典)阿尔瓦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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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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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ndy 1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129 Angola 1 [æŋ'gəulə] n.安哥拉（非洲国家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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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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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35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
136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37 assassinating 1 英 [ə'sæsɪneɪt] 美 [ə'sæsəneɪt] v. 暗杀，行刺

138 athletes 1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139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40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41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42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143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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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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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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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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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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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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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boyfriend 1 ['bɔifrend] n.男朋友，情郎

153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54 Brazilian 1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155 breathless 1 ['breθlis] adj.喘不过气来的；停止呼吸的

156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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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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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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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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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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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aty 1 卡蒂

163 championships 1 [t'ʃæmpiənʃɪps] 锦标赛

164 Charles 1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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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167 cinema 1 ['sinəmə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，电影制作术 n.(Cinema)人名；(意)奇内马

168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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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170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71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172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
173 colon 1 ['kəulən] n.[解剖]结肠；冒号（用于引语、说明、例证等之前）；科郎（哥斯达黎加货币单位）

174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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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ommanding 1 [kə'mɑ:ndiŋ] adj.指挥的；居高临下的；威风凛凛的 v.指挥；统帅；负责（comman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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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mmunism 1 ['kɔmjunizəm] n.共产主义

179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80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81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182 coolio 1 [人名] 里奥

183 cosmos 1 ['kɔzmɔs] n.宇宙；和谐；秩序；大波斯菊 n.(Cosmos)人名；(法)科斯莫斯

184 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
185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186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87 cup 1 [kʌp] n.杯子；奖杯；酒杯 vt.使成杯状；为…拔火罐

188 dancer 1 ['dɑ:nsə] n.舞蹈家；舞蹈演员；舞女；跳舞者 n.(Dancer)人名；(英)丹瑟

189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90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91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9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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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195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196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97 dos 1 [du:z] abbr.磁盘操作系统（DiskOperatingSystem）

198 drummer 1 ['drʌmə] n.鼓手；旅行推销员；跑街 n.(Drummer)人名；(德)德鲁默尔；(法)德吕梅；(英)德鲁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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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eduardo 1 n. 爱德华多

20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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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entertainer 1 [,entə'teinə] n.演艺人员，表演者

20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20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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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208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9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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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11 fighters 1 歼击机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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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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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215 Fleetwood 1 ['fli:twud] n.弗利特伍德（港口名）；元首；弗利特伍德牌汽车

216 fletch 1 [fletʃ] vt.装上羽毛；在…上装羽毛

217 fletcher 1 ['fletʃə] n.弗莱彻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弗莱彻（John，1579-1625，英国剧作家）；弗莱彻（JohnGould，1886-1950，美
国诗人及批评家）

218 foo 1 [fu:] n.富/夫（姓氏）

219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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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23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224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225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226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27 g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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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22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30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31 goodbye 1 int.再见；告别

23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3 Grammy 1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
234 grease 1 [gri:s] vt.涂脂于；贿赂 n.油脂；贿赂

235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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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237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38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239 gunman 1 ['gʌnmən] n.枪手；持枪歹徒

240 Hawkins 1 ['hɔ:kinz] n.霍金斯（姓氏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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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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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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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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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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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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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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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incident 1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25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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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254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255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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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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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259 jazz 1 [dʒæz] n.爵士乐，爵士舞；喧闹 vi.奏爵士乐，跳爵士舞；游荡 vt.奏爵士乐；使活泼 adj.爵士乐的；喧吵的 n.(Jazz)人名；
(德)雅茨

260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261 Jiang 1 江 蒋 姜（中国姓氏）

262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263 jos 1 abbr.怡和科技；交沙霉素 n.(Jos)人名；(法)若斯；(西)霍斯；(塞)约斯；(英)乔斯(教名Joseph的昵称)

264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65 judd 1 [dʒʌd] n.贾德（姓氏）

266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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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keyboardist 1 ['ki:bɔ:dist] n.键盘乐器演奏者

269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70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271 knighthood 1 ['naithud] n.骑士；骑士身份

272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73 kravchuk 1 克拉夫丘克

274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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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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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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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278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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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81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282 Leonid 1 ['li:əunid] n.狮子座流星群

283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84 Lewis 1 ['lju:is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85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286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87 lilies 1 ['lɪli] n. 百合花；莉莉（女子名） adj. 纯白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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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loaf 1 [ləuf] n.条，一条面包；块；游荡 vt.游荡；游手好闲；虚度光阴 vi.游荡；游手好闲；虚度光阴

29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91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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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oretta 1 [ləu'retə] n.洛雷塔（女子名）

294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95 luc 1 n. 卢克

296 Luis 1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
297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98 mac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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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mail 1 [meil] n.邮件；邮政，邮递；盔甲 vt.邮寄；给…穿盔甲 vi.邮寄；寄出 n.(Mail)人名；(法)马伊

300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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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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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302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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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305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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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ikhail 1 n. 米哈伊尔

308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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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mode 1 [məud] n.模式；方式；风格；时尚 n.(Mode)人名；(德、英、法、乍、瑞典)莫德

311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12 Morales 1 n.莫拉莱斯（人名）

313 morally 1 ['mɔrəli, 'mɔ:-] adv.道德上；有道德地；确实地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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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urder 1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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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Naomi 1 ['neiəmi] n.内奥米（女子名，圣经中人物）

318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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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32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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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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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olivia 1 [əu'liviə] n.奥利维亚（女子名）

325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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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32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2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2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30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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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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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overthrow 1 [,əuvə'θrəu, 'əuvəθrəu] n.推翻；倾覆；瓦解 vt.推翻；打倒；倾覆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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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34 pass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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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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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337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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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Peruvian 1 [pə'ru:vjən] adj.秘鲁人的；秘鲁的 n.秘鲁人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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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342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
343 popularize 1 ['pɔpjuləraiz] vt.普及；使通俗化 vi.通俗化

344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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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47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348 Ramsey 1 ['ræmzi] n.拉姆齐（人名）

349 rapper 1 ['ræpə] n.敲门者；叩击物

350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351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352 recession 1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
353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4 reconnects 1 v.再供应（水电等），再接通（电话）( reconnect的第三人称单数 )

355 reform 1 [ri'fɔ:m] n.改革，改良；改正 vt.改革，革新；重新组成 vi.重组；改过 adj.改革的；改革教会的

356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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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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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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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
362 reproduced 1 英 [ˌriː prə'djuːs] 美 [ˌriː prə'duːs] v. 再生；复制；生殖

363 republics 1 n.共和国( republic的名词复数 ); 共和政体; 成员具有平等权利的)团体; 界

364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365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366 restrain 1 [ri'strein] vt.抑制，控制；约束；制止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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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revolutionized 1 [revə'lu ʃːənaɪzd] 革命化的,被彻底改革的

369 rewriting 1 n.重写；改写 v.重写；改写（rewrite的ing形式）

37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7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372 ronnie 1 ['rɔni] n.罗尼（男子名）；罗妮（女子名）

373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374 ruler 1 ['ru:lə] n.尺；统治者；[测]划线板，划线的人

375 rulers 1 ['ru lːəz] 尺子

376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377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378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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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scandal 1 ['skændəl] n.丑闻；流言蜚语；诽谤；公愤

381 scandals 1 n.丑事( scandal的名词复数 ); 流言蜚语; 闲话; 诽谤

382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83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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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386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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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89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390 shocks 1 [ʃɒks] n. 柴禾堆；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.

391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2 Sidney 1 ['saidni] n.西德尼（男子名）；茜德尼（女子名）

393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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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singles 1 ['sɪŋgə] n. 单人赛；单打 名词sing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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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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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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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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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00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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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spector 1 ['spektə] n.斯佩克特（姓氏）

403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404 st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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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starred 1 [stɑ:d] adj.担任主角的；用星装饰的；用星号标明的；受命运支配的 v.使担任主角（star的过去式）；用星（形物）装
饰

406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40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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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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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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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11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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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414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415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41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17 Taylor 1 ['teilə] n.泰勒

418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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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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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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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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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425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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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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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429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430 unrest 1 [,ʌn'rest] n.不安；动荡的局面；不安的状态

431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432 us 1 pron.我们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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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435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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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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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438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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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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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43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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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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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47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448 XIV 1 num.罗马数字14

44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50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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