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4 [Arts and Culture] Japanese Travelers Try Virtual
Vacatio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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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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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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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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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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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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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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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usiness 4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1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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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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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ravel 4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14 airlines 3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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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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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inoue 3 井上

19 Italy 3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20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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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virtual 3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2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4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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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27 airplane 2 ['εəplein] n.飞机

2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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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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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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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34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35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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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fake 2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
37 genuine 2 ['dʒenjuin] adj.真实的，真正的；诚恳的



38 Hawaii 2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39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40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41 immersive 2 英 [ɪ'mɜːsɪv] 美 [ɪ'mɜːrsɪv] adj. 使人沉醉的，拟真的，身临其境的

42 impression 2 n.印象；效果，影响；压痕，印记；感想；曝光（衡量广告被显示的次数。打开一个带有该广告的网页，则该广
告的impression次数增加一次）

43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44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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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mask 2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47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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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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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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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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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passengers 2 旅客

54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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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尔

56 reality 2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57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58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9 Rome 2 [rəum] n.罗马（意大利首都）

60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61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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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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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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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7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68 Tokyo 2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69 travelers 2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70 vest 2 [vest] n.背心；汗衫 vt.授予；使穿衣 vi.归属；穿衣服 n.(Vest)人名；(英)维斯特；(匈)韦什特

71 views 2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7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3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7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75 abe 1 [eib] n.亚伯（男子名，等于Abraham）

76 actively 1 ['æktɪvli] adv. 积极地；活跃地；勤奋的

7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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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80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81 ana 1 ['ɑ:nə, 'einə, 'ænə] n.语录；言论集；轶事 n.(Ana)人名；(土、葡、塞、西、罗)安娜(女名)，阿纳

82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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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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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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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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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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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8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90 broadcaster 1 ['brɔ:d,kɑ:stə, -,kæstə] n.广播公司；广播员；播送设备；撒播物

91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92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93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94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95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96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97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98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9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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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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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ustomer 1 ['kʌstəmə] n.顾客；家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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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05 demonstration 1 [,demən'streiʃən] n.示范；证明；示威游行

106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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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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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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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3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4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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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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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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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19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

120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21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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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124 Florence 1 ['flɔrəns] n.佛罗伦萨（意大利都市名）；弗洛伦斯（女子名）

125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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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28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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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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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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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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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36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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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38 hiroaki 1 广明(姓,日本)

139 holdings 1 英 ['həʊldɪŋs] 美 ['hoʊldɪŋs] n. 股份；收藏品 名词holding的复数形式.

140 iata 1 abbr.国际航空运输协会（InternationalAirTransportAssoci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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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43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144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14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6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47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48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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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katsuo 1 胜尾(姓,日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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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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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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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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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5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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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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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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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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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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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16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64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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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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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nhk 1 n. 日本广播协会

168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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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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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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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73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174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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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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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178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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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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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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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3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8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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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87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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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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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91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19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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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5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196 screens 1 [skriː nz] n.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.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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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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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01 senses 1 [[sens] n. 感觉；意义；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.

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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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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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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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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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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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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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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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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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14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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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17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18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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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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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22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22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4 Tours 1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
225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26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227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2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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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1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232 vacations 1 [və'keɪʃn] n. 假期；休假；腾出 vi. 度假

233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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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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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38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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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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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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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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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