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6 [Arts and Culture] What Is the Most Popular Ethnic
Food in the U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food 14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4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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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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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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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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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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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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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hnic 6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3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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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restaurants 5 餐馆

15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6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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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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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Mexican 4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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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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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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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 Thai 4 [tai] n.泰国人；泰国语 adj.泰国的；泰国人的

23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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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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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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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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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hinese 3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30 cooking 3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31 cuisine 3 [kwi'zi:n] n.烹饪，烹调法 n.(Cuisine)人名；(法)屈西纳

32 experiences 3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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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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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5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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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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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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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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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2 adventurous 2 [əd'ventʃərəs] adj.爱冒险的；大胆的；充满危险的

43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44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45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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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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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efs 2 n. 大厨；主厨（chef的复数）

48 culinary 2 ['kʌlinəri] adj.厨房的；烹调用的

49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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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foods 2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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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54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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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56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57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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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illennial 2 [mi'leniəl] adj.一千年的；千禧年的

6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61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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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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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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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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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professional 2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68 relating 2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69 share 2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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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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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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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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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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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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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79 us 2 pron.我们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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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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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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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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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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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87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88 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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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90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9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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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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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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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6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9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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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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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01 blog 1 英 [blɒɡ] 美 [blɑːɡ] n. 博客；网络随笔；日志

102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03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04 chef 1 [ʃef] n.厨师，大师傅 n.(Chef)人名；(法)谢夫

105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106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07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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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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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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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uisines 1 [kwɪ'zi:nz] n. 佳肴（cuisine的复数形式）

11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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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16 dining 1 [dainiŋ] n.吃饭，进餐 v.吃饭（dine的现在分词）

117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18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

119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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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ora 1 ['dɔ:rə] abbr.运筹学与分析局（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）

122 eateries 1 ['iː təri] n. 小餐馆

123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124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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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27 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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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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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31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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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134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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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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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38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39 gaining 1 ['geɪnɪŋ] n.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0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4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42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43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44 georgie 1 ['dʒɔ:dʒi] n.乔吉（George的昵称）

145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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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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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49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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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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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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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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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55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156 immigrant 1 ['imigrənt] adj.移民的；迁入的 n.移民，侨民

157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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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16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

16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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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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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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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67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68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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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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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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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iking 1 ['laikiŋ] n.嗜好，爱好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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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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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76 meals 1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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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elting 1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179 memorable 1 ['memərəbl] adj.显著的，难忘的；值得纪念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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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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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184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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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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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7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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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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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encil 1 ['pensəl] n.铅笔；笔状物 vt.用铅笔写；用眉笔涂 vi.成铅笔状

192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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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194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95 positioned 1 [pə'zɪʃənd] adj. 放置的 动词posi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pot 1 [pɔt] n.壶；盆；罐 vt.把…装罐；射击；节略 vi.随手射击 n.(Pot)人名；(柬)布特；(捷)波特；(法)波

197 preference 1 ['prefərəns] n.偏爱，倾向；优先权

198 preferences 1 ['prefərənsɪs] n. 参数选择；首选 pre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99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00 pricey 1 ['praisi] adj.高价的，过分昂贵的

20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02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

20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04 readily 1 ['redili] adv.容易地；乐意地；无困难地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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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07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08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09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10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11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12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13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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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216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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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18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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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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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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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2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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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22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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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229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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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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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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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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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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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239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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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Vietnamese 1 [,vjetnə'mi:z] n.越南人；越南语 adj.越南的；越南人的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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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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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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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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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9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50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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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2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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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5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56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