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7 [Arts and Culture] Some Classic Works Are Now Free in
the Public Domai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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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works 13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6 public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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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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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by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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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domain 10 [dəu'mein] n.领域；域名；产业；地产 n.(Domain)人名；(英、法)多曼

10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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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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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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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5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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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opyright 5 ['kɔpi,rait] n.版权，著作权 adj.版权的；受版权保护的 vt.保护版权；为…取得版权

17 free 5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8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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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 classic 4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
22 musical 4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23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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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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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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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vailable 3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0 compositions 3 [ˌkɒmpə'zɪʃəns] n. 组成部分；作文 名词composition的复数形式.

31 cost 3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32 duke 3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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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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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include 3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36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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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movies 3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38 music 3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9 scream 3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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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with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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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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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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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4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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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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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48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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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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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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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endar 2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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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4 creative 2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55 detective 2 [di'tektiv] adj.侦探的 n.侦探

56 dialogue 2 ['daiə,lɔg] n.对话；意见交换 vi.对话 vt.用对话表达

57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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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films 2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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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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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jazz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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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jenkins 2 ['dʒeŋkinz] n.詹金斯（姓氏）

64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65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66 literature 2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67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6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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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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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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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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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73 record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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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4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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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5 sou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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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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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ynchronized 2 ['sɪŋkrənaɪzd] adj. 同步的 动词synchro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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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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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80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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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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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vast 2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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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5 William 2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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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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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9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9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91 agatha 1 ['ægəθə] n.阿加莎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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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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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95 Armstrong 1 ['ɑ:mstrɔŋ] n.阿姆斯特朗（美国宇航员，登月第一人）

96 Arthur 1 ['ɑ:θə] n.亚瑟（男子名）；亚瑟王（传说中六世纪前后英国的国王，圆桌骑士团的首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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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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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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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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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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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106 benefited 1 adj.受益的 v.受益（benefit的过去式）

107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108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109 billy 1 ['bili] n.棍棒，警棍；伙伴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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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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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14 Broadway 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115 browning 1 ['brauniŋ] n.棕色着色剂；着褐色 v.呈褐色；把…烤焦（brown的ing形式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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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18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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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hristie 1 ['kristi] n.克里斯蒂（姓氏）；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

121 classics 1 ['klæsɪks] n. 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文学著作 名词classic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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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mposition 1 n.作文，作曲，作品；[材]构成；合成物；成分

124 conan 1 ['kəunən] n.科南（男子名）；名侦探柯南（日本动画片名）

125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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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27 copyrights 1 n. 复制版权

128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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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131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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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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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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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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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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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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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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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141 Doyle 1 [dɔil] n.柯南道尔（英国医师、小说家、推理小说家）；道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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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llington 1 埃林顿 *埃灵顿(纳科罗库拉的旧称） 埃灵顿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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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46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47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148 ernest 1 ['ə:nist] n.欧内斯特（男子名）

149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0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51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52 extent 1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153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54 Faulkner 1 ['fɔ:knə] n.福克纳（美国小说家，曾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）

155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156 fil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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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inancially 1 [fai'nænʃəli] adv.财政上；金融上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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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leming 1 ['flemiŋ] n.佛兰芒人；说佛兰芒语的比利时人；弗菜明（姓氏）

160 flesh 1 [fleʃ] n.肉；肉体 vt.喂肉给…；使发胖 vi.长胖 n.(Flesh)人名；(英)弗莱什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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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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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ritz 1 [frits] n.德国人；德国佬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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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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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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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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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、巴基)哈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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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emingway 1 ['hemiŋwei] n.海明威（美国小说家）

172 holder 1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
173 Holmes 1 [həulmz] n.福尔摩斯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中的神探）

174 Howard 1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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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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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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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rving 1 ['ə:viŋ] n.欧文（男子名，涵义为海的朋友）；欧文（美国作家）

18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82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8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84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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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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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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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ang 1 [læŋ] abbr.语言（language） n.(Lang)人名；(瑞典、俄、芬、葡、塞、捷、法、德、爱沙)朗；(中)冷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
(英、法)兰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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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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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94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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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ighthouse 1 ['laithaus] n.灯塔

197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98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99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00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201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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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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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205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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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08 metropolis 1 [mi'trɔpəlis, me-] n.大都市；首府；重要中心 n.(Metropolis)人名；(英)梅特罗波利斯

209 midnight 1 ['midnait] n.午夜，半夜12点钟 adj.半夜的；漆黑的

210 moll 1 [mɔl] n.情妇；妓女

21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12 mosquitoes 1 n. 蚊子 名词mosquito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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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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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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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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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19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20 oscars 1 abbr.one-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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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3 outstanding 1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224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25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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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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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30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31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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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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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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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37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38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39 profitable 1 ['prɔfitəbl] adj.有利可图的；赚钱的；有益的

240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41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42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43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44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4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46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247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48 repurpose 1 [,ri:'pə:pəus] vt.改换意图；重新目的化

249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50 reused 1 ['ri:ju:zd] adj.再生的 v.再用；重复利用（reuse的过去分词）

251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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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itz 1 [rits] n.豪华旅馆；炫耀；夸示 n.(Ritz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匈、西、捷)里茨

254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55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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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257 sampled 1 ['sɑːmpld] adj. 抽样的 动词samp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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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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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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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sherlock 1 ['ʃə:lɔk] n.私家侦探 n.(Sherlock)人名；(英)舍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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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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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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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66 sir 1 n.先生；（用于姓名前）爵士；阁下；（中小学生对男教师的称呼）先生；老师 n.（苏丹、德）西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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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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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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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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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73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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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5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76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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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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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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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herefore 1 ['ðεəfɔ:] adv.因此；所以

28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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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od 1 [tɔd] n.托德（羊毛重量单位）；狐；机灵的人

285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8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8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88 victor 1 ['viktə] n.胜利者 n.(Victor)人名；(俄、罗、保、匈)维克托

289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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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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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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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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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ellman 1 n.(Wellman)人名；(英、芬)韦尔曼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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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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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01 wings 1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
302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3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4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05 Woolf 1 [wulf] n.伍尔夫（英国作家）；伍尔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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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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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0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11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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