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2 [As It Is] Laos Hopes to Improve Development Status 词词
频表频表

1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Laos 21 [laus; 'lɑ:əus] n.老挝

3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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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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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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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its 10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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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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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ountr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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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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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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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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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countries 6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6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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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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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ree 6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0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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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criteria 5 [kraɪ'tɪəriə] n. 标准；尺度；准则 名词criterion的复数形式.

22 least 5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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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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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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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ommittee 4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27 debt 4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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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0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1 list 4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32 move 4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3 progress 4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34 risk 4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5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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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37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8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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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eveloped 3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40 domestic 3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41 gross 3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42 me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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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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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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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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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product 3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49 review 3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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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trade 3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52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3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5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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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dditional 2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57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5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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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sia 2 ['eiʃə] n.亚洲

61 bank 2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62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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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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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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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7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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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70 economist 2 [i'kɔnəmist] n.经济学者；节俭的人

71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72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73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4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75 GDP 2 [ˌdʒiː diː 'piː 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
76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77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78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79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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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income 2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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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3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84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人
名；(英、德)洛

85 measure 2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86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87 neighbors 2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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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pass 2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90 positi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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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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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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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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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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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7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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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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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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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04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05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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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10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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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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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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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4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15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16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17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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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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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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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23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24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125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2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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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28 considerations 1 [kənsɪdə'reɪʃnz] 对价

129 debts 1 ['dets] n.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.

13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31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32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133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34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3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36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3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38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39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140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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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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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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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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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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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9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5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51 firm 1 ['fə:m] adj.坚定的；牢固的；严格的；结实的 vt.使坚定；使牢固 vi.变坚实；变稳固 adv.稳固地 n.公司；商号

152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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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55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156 graduation 1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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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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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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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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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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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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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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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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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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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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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0 idan 1 亚氨基二乙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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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imogen 1 ['imədʒen] n.伊莫金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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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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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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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76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77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7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9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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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
182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83 Jarrett 1 n. 贾勒特

184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85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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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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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dc 1 n. 长途通话(下死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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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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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93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94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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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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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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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19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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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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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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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oody 1 ['mu:di] adj.喜怒无常的；易怒的；郁郁寡欢的 n.(Moody)人名；(英)穆迪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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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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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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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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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0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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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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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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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土)奥韦尔

214 owed 1 英 [əʊd] 美 [oʊd] adj. 亏欠的；负债的；感恩的 动词ow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5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16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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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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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22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1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22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23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24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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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urely 1 ['pjuəli] adv.纯粹地；仅仅，只不过；完全地；贞淑地；清洁地

227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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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30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31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32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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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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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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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37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8 reviews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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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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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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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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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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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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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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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6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247 shocks 1 [ʃɒks] n. 柴禾堆；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.

248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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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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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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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54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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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256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 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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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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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60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261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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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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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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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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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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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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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70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71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72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273 unknowns 1 [ʌn'nəʊnz] 未知事件

274 us 1 pron.我们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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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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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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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8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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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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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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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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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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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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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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