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3 [As It Is] North, South Korean Couples Deal with
Cultural, Language Differenc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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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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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rth 18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4 the 1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 south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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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Korea 13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7 Korea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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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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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Kim 10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0 my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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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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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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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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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 9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5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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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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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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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 women 6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3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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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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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koreans 5 朝鲜人

26 married 5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27 often 5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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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date 4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31 husband 4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3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3 lee 4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34 men 4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35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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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7 seo 4 abbr. 搜索引擎最佳化(=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) abbr. 高级行政长官(=Senior Executive Officer) abbr. 系统评估办公室
(=Systems Evaluation Office)

38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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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0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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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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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45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46 happy 3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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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Hwang 3 n.(Hwang)人名；(中)黄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中)黄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黄

49 law 3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50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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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marriage 3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52 me 3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53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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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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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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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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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9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0 acclimate 2 [ə'klaimit] vi.服水土；适应新环境 vt.使适应；使服水土

61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62 adjust 2 [ə'dʒʌst] vt.调整，使…适合；校准 vi.调整，校准；适应

63 agencies 2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64 ahn 2 ['ɑːn] (=acute hepatic necrosis) 急性肝坏死,(=assistant head nurse) 助理护士长

65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6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7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68 ask 2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69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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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blind 2 [blaind] adj.盲目的；瞎的 adv.盲目地；看不见地 n.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 vt.使失明；使失去理智 n.(Blind)人名；(法)布兰；
(德、瑞典)布林德

71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72 couples 2 ['kʌplz] v. 连结；交配（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3 difficulties 2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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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

76 feels 2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77 fled 2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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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0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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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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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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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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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usbands 2 ['hʌzbənd] n. 丈夫

8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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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89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90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91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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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atchmaking 2 ['mætʃ,meikiŋ] n.做媒；火柴制造；安排比赛 adj.火柴制造的；火柴制造者的

94 meet 2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95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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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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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98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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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0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02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103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04 Seoul 2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105 sister 2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106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07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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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10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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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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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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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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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yun 2 尹,韩国姓氏的音译

116 abused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117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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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djusting 1 [ə'dʒʌstɪŋ] n. 调节；校准；调整；调制 动词adju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0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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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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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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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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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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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attempting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29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1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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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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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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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38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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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14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41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42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43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44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45 confuse 1 [kən'fju:z] vt.使混乱；使困惑

146 confuses 1 [kən'fjuːz] vt. 使困惑；使混乱；混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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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49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50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51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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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154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55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56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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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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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61 ethnicity 1 [eθ'nisəti] n.种族划分

162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63 expressions 1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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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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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67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168 financed 1 ['faɪnæns] n. 金融；财政；资金 vt. 给 ... 提供资金；负担经费

169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70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71 foreigners 1 英 ['fɒrənəz] 美 ['fɔ:rənəz] n. 外籍人员（名词foreigner的复数形式）

17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73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17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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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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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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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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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hae 1 [hei; hæ] abbr.高空应急（HighAltitudeEmergency） n.(Hae)人名；(莱索)哈

180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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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8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84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85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86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18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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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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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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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93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94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95 jeong 1 n. 丁

196 jin 1 [dʒin] n.（汉语）斤（重量单位）；神灵（等于jinni） n.(Jin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仁；(英)吉恩

197 jokingly 1 ['dʒəukiŋli] adv.开玩笑地；打趣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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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Jung 1 n.荣格（姓氏）

200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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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

203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04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05 loneliness 1 ['ləunlinis] n.寂寞，孤独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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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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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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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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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0 marriages 1 n. 婚姻；结合；兼并（marriage的复数）

211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212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13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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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in 1 分钟(minute)

216 misses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217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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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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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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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24 occasion 1 [ə'keiʒən, əu-] n.时机，机会；场合；理由 vt.引起，惹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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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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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228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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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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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233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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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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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238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239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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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fugees 1 难民



242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243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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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46 reunite 1 [,ri:ju:'nait] vt.使重聚；使再结合；使再联合 vi.重聚；再结合；再联合

247 rin 1 ['rɪn] Registro Italiano Navale (Italian-Italian Naval Register)-bureau of shipping (意大利语)意大利海军(船籍)登记--海运局；
abbr.；=report identification number 报告识别号码

248 romantic 1 [rəu'mæntik] adj.浪漫的；多情的；空想的 n.浪漫的人 vt.使…浪漫化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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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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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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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h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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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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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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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59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60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61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262 spy 1 [spai] vt.侦察；发现；暗中监视 vi.侦察；当间谍 n.间谍；密探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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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65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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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u 1 abbr.后勤部队（ServiceUnit） n.(Su)人名；(土、柬)苏；(中)苏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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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0 sup 1 [sʌp] vt.招待…吃晚饭；呷，啜 vi.啜饮；吃晚饭 n.一口，少量 n.(Sup)人名；(捷)苏普

271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72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73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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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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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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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77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278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279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80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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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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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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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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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dding 1 ['wediŋ] n.婚礼，婚宴；结婚；结合 v.与…结婚（wed的ing形式） n.(Wedding)人名；(德)韦丁

287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8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9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90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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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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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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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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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rongly 1 ['rɔŋli] adv.错误地；不恰当地；不公正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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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yoo 1 柳,韩国姓氏的音译

298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