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8 [Arts and Culture] French Bulldog Becomes US Top Dog
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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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4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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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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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9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0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 akc 5 abbr. =American Kennel Club 美国养狗协会；American Kennel Club 美国养狗人俱乐部

12 Alexandria 1 [,ælig'zɑ:ndriə] n.亚历山大港（位于埃及）；亚历山大市（美国弗吉尼亚一城市）；亚历山大大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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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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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imal 4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1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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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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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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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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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ssociation 3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8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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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30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31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2 b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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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gles 1 犬

34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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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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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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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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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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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randi 1 n. 布兰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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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42 breathing 2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43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44 breed 7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45 breeder 1 ['bri:də] n.饲养员；繁殖者；起因；增殖反应堆

46 breeders 1 n. 饲养员（breeder的复数）；增殖（反应）堆；产仔的动物

47 breeding 2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48 breeds 4 [briː d] v. 繁殖；养育；引起，产生；教养 n. 品种；血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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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ull 2 [bul] n.公牛；看好股市者；粗壮如牛的人；胡说八道；印玺 adj.大型的；公牛似的；雄性的 vt.企图抬高证券价格；吓唬；
强力实现 vi.价格上涨；走运；猛推；吹牛 n.(Bull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、芬、挪、德)布尔

51 bulldog 7 ['buldɔg] n.牛头犬，恶犬；短枪管大型手枪

52 bulldogs 10 英 ['bʊldɒɡ] 美 ['bʊldɔː ɡ] n. 牛头狗；手枪；学监助理 adj. 顽固的 vt. 抓住牛角将牛摔倒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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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55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56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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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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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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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nine 1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
60 caprio 1 n. 卡普里奥

61 c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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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63 carrie 1 ['kæri:] n.卡丽（女名，Caroline的昵称）

64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65 Caty 1 卡蒂

6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67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68 club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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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70 comical 2 ['kɔmikəl] adj.滑稽的，好笑的

71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72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73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74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75 cortez 1 n. 科尔特斯

76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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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79 dachshunds 1 n. 腊肠犬（ dachshund的复数）

80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8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82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83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4 di 1 [dai] abbr.数据输入（DataInput）；（英）国防情报局（DefenceInteligence）；密度指示器（DensityIndicator） n.(Di)人名；
(柬、老、缅、刚(金))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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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8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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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88 dog 1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89 dogs 1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9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91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92 donated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93 dr 3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94 edged 1 [英[edʒd] 美[ɛdʒd]] adj.有刃的；有边的 v.使开刃；加边于；侧着移动（edge的过去分词）

95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6 England 1 n.英格兰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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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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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00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01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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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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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aced 3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05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06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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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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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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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2 fl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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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4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15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16 French 17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17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118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9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120 gaga 1 ['gɑ:gɑ:] adj.天真地；老朽的；狂热的；疯疯癫癫的 n.疯子；老糊涂 n.(Gaga)人名；(塞、罗)加嘉(女名)，加加

121 German 2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22 Glendale 1 ['glendeil] n.格兰岱尔市（美国城市名）；一种老式的雪佛兰车

123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24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25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126 Grande 2 [gra:nd] adj.重大的，显要的 n.(Grande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格兰德；(法)格朗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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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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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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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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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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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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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4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35 hilly 1 ['hili] adj.丘陵的；陡的；多小山的；多坡的 n.(Hilly)人名；(阿拉伯)希利

136 humane 1 [hju:'mein] adj.仁慈的，人道的；高尚的

137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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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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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2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4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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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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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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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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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0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51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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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kennel 3 n.狗屋；养狗场；[建]阴沟；一群狗 vt.把…关进狗舍；宿于狗舍 vi.待在狗舍里 n.(Kennel)人名；(德)肯内尔

153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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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56 Labrador 3 ['læbrədɔ:] n.拉布拉多（加拿大东部一地区）；一种纽芬兰猎犬

157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158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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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60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
161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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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eonardo 1 n.李奥纳多（姓氏）

164 litt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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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ori 1 n. 洛丽(女子名)

166 lorna 1 ['lɔ:nə] n.洛娜（女子名）

167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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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oving 1 ['lʌviŋ] adj.亲爱的；钟情的；忠诚的 n.(Lov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洛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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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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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71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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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74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
17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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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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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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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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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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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unden 1 n. 芒登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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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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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88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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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19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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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casio 1 n. 奥卡西奥

194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5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96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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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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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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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pposing 1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201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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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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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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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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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206 owning 2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207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208 package 2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209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10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11 patty 1 ['pæti] n.肉饼；小馅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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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13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4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215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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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ointers 1 n. 指极星

218 polarize 1 ['pəuləraiz] vt.（使）极化；（使）偏振；（使）两极分化 vi.极化；偏振；两极分化

219 polarizing 1 英 ['pəʊləraɪz] 美 ['poʊləraɪz] vt. 使极化； 使 ... 偏振化； 使 ... 两极分化 vi. 形成极化

220 poodles 1 n. 贵宾犬（poodle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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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opularity 2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223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24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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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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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229 purebred 2 ['pjuəbred] adj.（动物）纯种的 n.纯种的动物

230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31 rapper 1 ['ræpə] n.敲门者；叩击物

232 ratings 1 ['reɪtɪŋz] n.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.

233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3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35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36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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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238 registration 1 [,redʒi'streiʃən] n.登记；注册；挂号

239 registry 1 ['redʒistri] n.注册；登记处；挂号处；船舶的国籍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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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42 research 3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43 retriever 2 [ri'tri:və] n.（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）猎犬；取回的人

244 retrievers 2 n.寻猎物犬( retriever的名词复数 )

245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46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247 rottweilers 1 n.（德国种）罗特韦尔犬( Rottweiler的名词复数 )

248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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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51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2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53 sedentary 2 ['sedəntəri] adj.久坐的；坐惯的；定栖的；静坐的

254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55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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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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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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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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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9 shepherds 1 英 ['ʃepəd] 美 ['ʃepərd] n. 牧羊者；牧师；指导者 v. 牧羊；照看；引领

260 shooting 2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261 shorthair 1 ['ʃɔ:thεə] n.短毛猫

262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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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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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6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67 sleepy 1 ['sli:pi] adj.欲睡的；困乏的；不活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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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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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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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osa 1 n. 索萨; 索莎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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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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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6 stallion 1 ['stæljən] n.种马；成年公马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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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efaniak 4 斯特凡尼亚克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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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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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83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84 teller 1 ['telə] n.（美）出纳员；讲述者；讲故事者；计票员 n.(Tell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)特勒

285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86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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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9 thee 1 [ði:, 弱ði] pron.你（古英语thou的宾格） n.(Thee)人名；(德)特厄

290 thefts 1 n.偷盗( theft的名词复数 ); 偷窃; 盗窃之物; 失窃案例

29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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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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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5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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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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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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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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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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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0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02 to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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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opic 2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304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5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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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8 unhealthy 1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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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11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2 us 1 pron.我们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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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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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veterinarian 1 [,vetəri'nεəriən] n.[兽医]兽医

316 veterinary 3 ['vetərinəri] adj.兽医的 n.兽医（等于veterinaria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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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voluntary 1 ['vɔləntəri] adj.自愿的；志愿的；自发的；故意的 n.志愿者；自愿行动

319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20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32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2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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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25 welfare 1 ['welfεə] n.福利；幸福；福利事业；安宁 adj.福利的；接受社会救济的

326 Westminster 1 ['westminstə] n.威斯敏斯特（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）；议会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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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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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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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inston 1 ['winstən] n.温斯顿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332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333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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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337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9 you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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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