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1 [As It Is] Belgian Project Uses Human Hair to Help the
Environment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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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sorb 4 [əb'sɔ:b, -'zɔ:b] vt.吸收；吸引；承受；理解；使…全神贯注

3 absorbing 1 [əb'sɔ:biŋ] adj.吸引人的；极有趣的 v.吸收（absorb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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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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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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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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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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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5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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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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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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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lgian 1 ['beldʒən] adj.比利时的 n.比利时人

22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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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room 1 [bru:m] n.扫帚；金雀花 vt.扫除 vi.桩顶开花或开裂 n.(Broom)人名；(英)布鲁姆

25 brush 1 n.刷子；画笔；毛笔；争吵；与某人有效冲突；灌木丛地带；矮树丛；狐狸尾巴 vt.刷；画； vi.刷；擦过；掠过；（经
过时）轻触

26 Brussels 1 ['brʌslz] n.布鲁塞尔（比利时首都）

27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28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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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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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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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32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33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34 coiffeur 1 [kwɑ:'fə:] n.（为女子做头发的）理发师

35 coiffeurs 1 n.（为女子做头发的）理发师( coiffeur的名词复数 )

36 collect 2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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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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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40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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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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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42 customer 1 ['kʌstəmə] n.顾客；家伙

43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44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45 cuttings 1 [kʌtɪŋz] n. 切屑；插条；剪辑 名词cutting的复数形式.

46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47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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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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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51 dressers 1 n.化妆台( dresser的名词复数 ); （剧组的）服装员; 食具柜; 穿着…的人

52 dung 4 [dʌŋ] vt.施粪肥于 n.粪 n.(Dung)人名；(柬)栋

53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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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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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58 ethical 2 ['eθikəl] adj.伦理的；道德的；凭处方出售的 n.处方药

59 fat 1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60 fee 1 [fi:] n.费用；酬金；小费 vt.付费给…… n.(Fee)人名；(英、柬)菲

61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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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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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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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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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69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70 governmental 1 [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的；政治的；统治上的

71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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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hair 15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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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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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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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78 help 3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79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80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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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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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hydrocarbons 2 [haɪdrə'kɑːbənz] 烃类

84 imported 1 英 ['ɪmpɔː t] 美 ['ɪmpɔː 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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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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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8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9 isabelle 1 n. 伊莎贝尔

90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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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2 Jakob 1 n. 雅各布

93 janssen 1 n. 詹森

94 kilogram 1 ['kiləugræm] n.公斤；千克

95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96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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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99 liters 1 ['lɪtərz] 公升

100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01 locally 1 ['ləukəli] adv.局部地；在本地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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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04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05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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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07 manufactured 1 [mænjʊ'fæktʃəd] adj. 制成的；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8 mat 1 [mæt] n.垫；垫子；衬边 vt.缠结；铺席于……上 vi.纠缠在一起 adj.无光泽的 n.(Mat)人名；(土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特，
玛特(女名)(教名Matthew、Martha、Matilda的昵称)

109 materia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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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ats 3 abbr.军事空运局（MilitaryAirTransportService） n.(Mats)人名；(瑞典、芬、挪)马茨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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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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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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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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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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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1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19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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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oil 2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122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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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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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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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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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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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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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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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131 pays 2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132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133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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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135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36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3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39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40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41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42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43 projec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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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45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146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147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48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149 recycle 2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
150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151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152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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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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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reuse 1 [,ri:'ju:z, ,ri:'ju:s, 'ri:ju:s] n.重新使用，再用 vt.再使用

156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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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59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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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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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162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163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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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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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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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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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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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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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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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quare 2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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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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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upervisor 1 监督人，指导者；[管理]管理人；检查员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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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weep 2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
17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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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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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83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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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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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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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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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189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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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91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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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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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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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96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19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98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99 van 1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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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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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03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204 water 3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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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07 weight 1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20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9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0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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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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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15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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