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22 [Arts and Culture] France Launches Effort to Right
Classical Music's Gender Imbalan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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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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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women 1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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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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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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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ompetition 6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1 conductors 6 [kən'dʌktəz] 列车乘务人员

1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5 orchestras 5 n.管弦乐队( orchestra的名词复数 )

16 Paris 5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7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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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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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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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lassical 4 ['klæsikəl] adj.古典的；经典的；传统的；第一流的 n.古典音乐

21 france 4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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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usic 4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4 orchestra 4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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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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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ayle 3 [beil] n.贝耳（人名）

28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9 conductor 3 [kən'dʌktə] n.导体；售票员；领导者；管理人

30 female 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31 few 3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32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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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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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hilharmonic 3 [,filhɑ:'mɔnik, ,filə-] n.交响乐团；音乐爱好者；爱乐团体 adj.交响乐团的；爱好音乐的

35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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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kills 3 技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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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dvancement 2 [əd'vɑ:nsmənt, əd'væns-] n.前进，进步；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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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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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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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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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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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riteria 2 [kraɪ'tɪəriə] n. 标准；尺度；准则 名词criterion的复数形式.

44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45 egalitarian 2 [i,gæli'tεəriən] adj.平等主义的 n.平等主义；平等主义者

46 equal 2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47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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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French 2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5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51 head 2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52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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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4 la 2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55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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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aestra 2 马埃斯特拉

58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59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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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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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perform 2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63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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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shand 2 n. 尚德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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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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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69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70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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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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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7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77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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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winner 2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79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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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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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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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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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mateurs 1 ['æmətəz] 业余运动员

86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8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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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90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91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9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93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94 Bryant 1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95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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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97 caneva 1 卡内瓦

98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99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00 choe 1 n. 崔

101 claire 1 [klεə] n.克莱儿（女子名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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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mpositions 1 [ˌkɒmpə'zɪʃəns] n. 组成部分；作文 名词composition的复数形式.

104 conducting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105 contagious 1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106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07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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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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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11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112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1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14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15 disapproves 1 [ˌdɪsə'pruːv] v. 不赞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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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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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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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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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2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2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2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25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26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27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128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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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gender 1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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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32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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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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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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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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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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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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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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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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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43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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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4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46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47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48 holly 1 ['hɔli] n.冬青树（等于holmoak） adj.冬青属植物的 n.(Hol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、罗)霍利；(西)奥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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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mbalance 1 [,im'bæləns] n.不平衡；不安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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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ndoors 1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153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154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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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nvite 1 [in'vait, 'invait] vt.邀请，招待；招致 n.邀请

156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57 judged 1 [dʒʌdʒ] n. 法官；裁判 v. 断定；判断；审判

158 jury 1 ['dʒuəri] n.[法]陪审团；评判委员会 adj.应急的 n.(Jury)人名；(西)胡里；(英、法)朱里；(德)尤里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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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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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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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aunches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64 Laurent 1 ['lɔrənt] n.劳伦（法国数学家）

165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66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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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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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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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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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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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7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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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entor 1 n.指导者，良师益友 vt.指导

179 mentoring 1 ['mentɔ:riŋ] v.指导（mentor的ing形式）；做…的良师

180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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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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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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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86 Mozart 1 ['məuza:t] n.莫扎特

187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88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18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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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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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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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195 occupy 1 ['ɔkjupai] vt.占据，占领；居住；使忙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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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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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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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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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01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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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04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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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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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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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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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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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11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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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14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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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ara 1 ['sɑ:rə] n.萨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族；萨拉人

216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1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8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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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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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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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24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225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26 talent 1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227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28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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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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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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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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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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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23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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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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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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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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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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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4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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