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1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smetic Surgeries Rise in South
Korea During Pandemi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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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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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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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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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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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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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cosmetic 7 [kɔz'metik] adj.美容的；化妆用的 n.化妆品；装饰品

12 fac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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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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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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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out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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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urgery 6 ['sə:dʒəri] n.外科；外科手术；手术室；诊疗室

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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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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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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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operations 5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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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5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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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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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Korea 4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28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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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nose 4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30 operation 4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31 park 4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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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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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5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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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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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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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40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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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hospitals 3 ['hɒspɪtlz] 医院

42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4 parts 3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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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ryu 3 Ryukyu 琉球群岛

47 services 3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8 shin 3 [ʃin] n.胫骨 vt.爬；攀 vi.攀；快步走

49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0 spending 3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1 surgical 3 ['sə:dʒikəl] adj.外科的；手术上的 n.外科手术；外科病房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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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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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5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6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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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58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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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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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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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linic 2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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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ver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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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65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6 demand 2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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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motions 2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69 eyes 2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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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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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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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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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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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77 injury 2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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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80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81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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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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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83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84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85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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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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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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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89 pent 2 [pent] adj.被关闭的；郁积的 n.单斜顶棚 v.把…关于围栏；把…关起来；囚禁（pen的过去分词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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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lastic 2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92 promote 2 [prəu'məut] vt.促进；提升；推销；发扬 vi.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

93 refrain 2 [,ri:'frein] vi.节制，克制；避免；制止 n.叠句，副歌；重复

94 revenge 2 [ri'vendʒ] n.报复；复仇 vt.报复；替…报仇；洗雪 vi.报仇；雪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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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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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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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surgeon 2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99 swelling 2 ['sweliŋ] n.肿胀；膨胀；增大；涨水 adj.膨胀的；肿大的；突起的 v.肿胀；膨胀；增多；趾高气扬（swell的ing形式）

100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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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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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treatment 2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10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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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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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06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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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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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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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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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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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16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1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9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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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23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24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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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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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bruise 1 [bru:z] n.擦伤；挫伤；青肿 vt.使受瘀伤；使受挫伤 vi.擦伤；受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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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bruises 1 [bruːz] n. 瘀青；擦伤；挫伤 vi. 碰伤；擦伤 vt. 使挫伤

12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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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ancellations 1 [kænsə'leɪʃnz] 消失矩

131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3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3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34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35 cheol 1 凯奥尔

136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37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3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39 customer 1 ['kʌstəmə] n.顾客；家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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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142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43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144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45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146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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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9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50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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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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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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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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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58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59 expressing 1 v.表达；表达观点（express的ing形式）

160 eyebrows 1 ['aɪbraʊz] n. 眉毛；眉头 名词eyebr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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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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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orehead 1 ['fɔː hed] n.额，前额

164 foreheads 1 n.额( forehead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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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6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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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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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an 1 [hæn] n.汉朝；汉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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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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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75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176 ho 1 [həu] int.呵；引人注意；表示惊讶 n.(Ho)人名；(柬)霍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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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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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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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3 inquiries 1 英 [ɪn'kwaɪərɪ] 美 [ɪn'kwaɪrɪ] n. 调查；询问；打听；查问 =enquiry(英).

184 inquiry 1 [in'kwaiəri] n.探究；调查；质询

185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86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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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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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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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koreans 1 朝鲜人

192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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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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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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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ips 1 [lips] n.嘴唇（lip的复数） v.用嘴唇接触；轻轻说出（lip的三单形式） n.(Lips)人名；(德、法、荷)利普斯

197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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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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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02 mas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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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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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a 1 [nɑ:; nə] abbr.国家科学院院士（Nationalacademician） n.(Na)人名；(中)那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纳(与后续部分连写)；(老、
喀)纳

206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0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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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10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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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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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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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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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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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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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219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20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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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23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24 procedure 1 [prə'si:dʒə] n.程序，手续；步骤

225 procedures 1 [prə'si:dʒəz] 操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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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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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9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30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231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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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34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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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37 restaurants 1 餐馆

238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3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40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4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42 Roh 1 abbr.阴离子交换树脂；尊荣之戒（RingOfHonor）；HTTP的远程过程调用（RPCoverHTTP） n.(Roh)人名；(德、捷)罗；
(朝)卢

243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44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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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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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49 sensed 1 ['sensd] adj. 感觉到的；了解的 动词sen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0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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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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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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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56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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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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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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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61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62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63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64 supermarkets 1 ['suːpəmɑːkɪts] 超市

265 surgeons 1 ['sɜːdʒənz] n. 外科医生

266 surgeries 1 英 ['sɜːdʒəri] 美 ['sɜ rːdʒəri] n. 外科手术；外科；诊所；手术室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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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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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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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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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27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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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75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7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77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8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279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80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281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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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84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285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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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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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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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oo 1 [wu:] vt.追求；招致；向…求爱；恳求 vi.求爱；恳求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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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2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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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ronged 1 [rɔŋd, rɔ:ŋd] adj.被冤枉的；被委屈的 v.冤枉；虐待；勾引（wrong的过去分词）

295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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