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21 [Arts and Culture] Year of the Cat or Year of the Rabbit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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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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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r 1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cat 13 n.猫，猫科动物

8 rabbit 12 ['ræbit] n.兔子，野兔 vt.让…见鬼去吧 vi.猎兔

9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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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Chinese 7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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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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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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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zodiac 6 n.黄道带，十二宫图；属相，星座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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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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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Vietnam 5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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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3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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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rat 4 [ræt] n.鼠；卑鄙小人，叛徒 vi.捕鼠；背叛，告密 n.(Rat)人名；(法、意、印、瑞典)拉特；(泰)叻

25 river 4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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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Vietnamese 4 [,vjetnə'mi:z] n.越南人；越南语 adj.越南的；越南人的

29 website 4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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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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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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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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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6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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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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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olite 3 [pə'lait] adj.有礼貌的，客气的；文雅的；上流的；优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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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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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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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3 w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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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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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ccoun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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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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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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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ppear 2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50 bo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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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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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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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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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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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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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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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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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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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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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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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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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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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lunar 2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68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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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71 ox 2 [ɔks] n.牛；公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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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ronunciation 2 [prəu,nʌnsi'eiʃən] n.发音；读法

74 race 2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7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6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77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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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79 subject 2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80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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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themed 2 [θi:md] adj.以…为主题的 v.以一个主题提供（them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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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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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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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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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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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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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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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9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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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4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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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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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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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101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103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04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0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06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07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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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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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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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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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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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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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114 Buddha 1 ['budə] n.佛陀；佛像

115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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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17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18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119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120 Chi 1 [kai] n.希腊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n.(Chi)人名；(德)希；(柬)齐；(日)智(名)

121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2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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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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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26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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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8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9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130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31 DES 1 [des] abbr.数据加密标准（dataencryptionstandard）；教育和科学部（DepartmentofEducationandScience）；目的港交货
（DeliveredExShip）；微分方程解算器（differentialequationsolver）

13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33 dividing 1 [di'vaidiŋ] adj.区分的；起划分作用的 v.分开（divide的ing形式）

134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35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36 dragon 1 ['drægən] n.龙；凶暴的人，凶恶的人；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.(Dragon)人名；(匈)德劳贡；(英、法、芬、罗、匈)德
拉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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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cole 1 abbr.初期教会的在线百科全书（EarlyChurchOn-lineEncyclopedia） n.(Ecole)人名；(法)埃科勒

139 emperor 1 ['empərə] n.皇帝，君主

14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41 enemies 1 ['enəmɪz] n. 敌人；敌军；有害物（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）

142 etudes 1 练习曲

143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44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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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147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148 finisher 1 ['finiʃə] n.整理工；修整器；决定性的事件；最后优胜者

149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50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51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52 goat 1 [gəut] n.山羊；替罪羊（美俚）；色鬼（美俚）

153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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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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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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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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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、巴基)哈伊

158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
159 haute 1 n.(Haute)人名；(德)豪特；(法)奥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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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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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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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o 1 [həu] int.呵；引人注意；表示惊讶 n.(Ho)人名；(柬)霍

164 horse 1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165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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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16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69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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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jade 1 [dʒeid] n.翡翠；[宝]碧玉；老马 adj.玉制的；绿玉色的 vi.疲倦 vt.使疲倦 n.(Jade)人名；(英)杰德；(法)雅德

172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73 jumping 1 ['dʒʌmpiŋ] adj.跳跃的 n.障碍 vi.跳（jum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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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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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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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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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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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181 males 1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182 Mao 1 [mau] abbr.单胺氧化酶（monoamineoxidase） adj.毛式服装的 n.毛式服装 n.(Mao)人名；(柬、老)毛；(法)马奥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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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inh 1 n.(Minh)人名；(老、柬)明

185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186 monkey 1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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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189 newborn 1 ['nju:bɔ:n] adj.新生的；再生的 n.婴儿

190 northwest 1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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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93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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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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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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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98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19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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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apin 1 帕平

202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20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04 Philippe 1 菲力浦（人名）；百达翡丽手表

205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206 pig 1 n.猪；猪肉 vi.生小猪；像猪一样过活 n.警察（俚语，带有攻击性）

20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8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09 pratique 1 ['præti:k, præ'ti:k] n.（检疫后发给的）无疫入港许可证

210 pregnant 1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211 pronounced 1 [prəu'naunst] adj.显著的；断然的；讲出来的 v.发音；宣告；断言（pronounce的过去分词）

212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3 rats 1 [ræts] int.胡说；瞎扯 n.[脊椎]鼠；卑鄙之人（rat的复数） v.捕鼠；出卖（rat的三单形式） n.(Rats)人名；(俄)拉茨

214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15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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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7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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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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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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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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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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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iding 1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225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26 rooster 1 ['ru:stə] n.公鸡；狂妄自负的人

227 searches 1 英 [sɜ tːʃ] 美 [sɜ rː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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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3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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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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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lept 1 [slept] v.睡觉（sl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snake 1 [sneik] n.蛇；阴险的人 vi.迂回前进 vt.拉（木材等）；迂回前进

235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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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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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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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ou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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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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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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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ones 1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243 storytellers 1 n.讲故事的人，说书人( storyteller的名词复数 )

244 swim 1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245 Tet 1 [tet] n.（东南亚之）新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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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houghtful 1 ['θɔ:tful] adj.深思的；体贴的；关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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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
250 tiger 1 ['taigə] n.老虎；凶暴的人 n.(Tiger)人名；(英)泰格；(法)蒂热；(瑞典)蒂格

25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52 tops 1 [tɔps] adj.第一流的，最上等的 n.顶部，顶端（top的复数形式） v.达到…的顶端（t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53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254 twelve 1 [twelv] n.十二；十二个 num.十二；十二个 adj.十二的；十二个的

25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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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58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59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260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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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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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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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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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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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26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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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ives 1 ['fiʃ,waivz, waivz] n.妻子（wife的复数）

270 woke 1 v.唤醒；激发；使…复活（wake的过去式） adj.（美）警觉的

271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72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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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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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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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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