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6-28 [Arts and Culture] Serbian Roma Band Sings for
Women's Right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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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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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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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Roma 12 ['rɔmə, 'rəu-] n.罗马，罗马帝国

8 s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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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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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eir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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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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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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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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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omen 9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7 band 8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18 loud 8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19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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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oup 7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1 music 7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2 pretty 7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23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4 old 6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5 them 6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6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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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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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rls 5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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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marriage 5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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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wa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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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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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early 4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36 grubb 4 n. 格拉布

37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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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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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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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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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wareness 3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41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2 communities 3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43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4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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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giv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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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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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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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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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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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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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erbia 3 ['sə:biə] n.塞尔维亚（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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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5 us 3 pron.我们

56 age 2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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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59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60 apart 2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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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 blew 2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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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66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7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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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Dreams 2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69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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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ormed 2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72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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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isolation 2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74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
75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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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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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marri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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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8 matteo 2 n. 马泰奥

79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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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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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82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83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8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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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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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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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reward 2 [ri'wɔ:d] n.[劳经]报酬；报答；酬谢 vt.[劳经]奖励；奖赏

89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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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ristic 2 里斯蒂克

91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92 self 2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93 Serbian 2 ['sə:biən] adj.塞尔维亚人（语）的；塞尔维亚的 n.塞尔维亚人（语）

94 sings 2 [sɪŋ] v. 唱；鸣叫；歌颂；称赞；<俚>告密 n. 合唱会 abbr. 单数的（=singular）

95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96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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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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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toward 2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(英)
特沃德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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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urge 2 [ə:dʒ] vt.力劝，催促；驱策，推进 n.强烈的欲望，迫切要求；推动力 vi.强烈要求

102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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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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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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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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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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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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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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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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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1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18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
120 attainment 1 [ə'teinmənt] n.达到；成就；学识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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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23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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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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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alkan 1 ['bɔ:lkən] adj.巴尔干半岛的

126 beats 1 ['biː ts] n. 节拍；跳动 名词beat的复数形式.

12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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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30 Belgrade 1 n.贝尔格莱德（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）

131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32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133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34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135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136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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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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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140 Caty 1 卡蒂

141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142 chained 1 [tʃeɪnd] adj. 链接的；受束缚的 动词ch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3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144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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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47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48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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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51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52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53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54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155 danced 1 英 [dɑːns] 美 [dæns] n. 舞会；跳舞；舞蹈；舞步 vi. 跳舞；手舞足蹈 vt. 跳舞；使跳跃

156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57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58 Diana 1 [dai'ænə] n.黛安娜（女子名，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）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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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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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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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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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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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66 empowerment 1 [im'pauəmənt] n.许可，授权

16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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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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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qu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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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quals 1 ['iː kwəl] adj. 相等的；平等的 vt. 比得上；等于 n. 同辈；平等；(同等的)人或事物

172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7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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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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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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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xcite 1 [ik'sait] vt.激起；刺激…，使…兴奋 vi.激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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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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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athers 1 英 ['fɑːðə(r)] 美 ['fɑːðər] n. 父亲；神父；祖先；创始人 v. 创造；当 ... 的父亲

183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84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185 festival 1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18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87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88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89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9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91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92 fulfil 1 [ful'fil] vt.履行；完成；实践；满足

193 fulfill 1 [ful'fil] vt.履行；实现；满足；使结束（等于fulfil）

194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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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gec 1 n.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（General Electric Company）

197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98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99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200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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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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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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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rades 1 [ɡ'reɪdz] n. （评分）等级；技巧水平；阶段（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） v. 分级；评分；渐次变化（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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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ypsies 1 吉普赛人

207 gypsy 1 ['dʒipsi] n.吉卜赛人；吉卜赛语；像吉布赛的人；歌舞剧中的歌舞队员 adj.象吉卜赛人的；吉卜赛人的；无照的 vi.流浪
n.(Gypsy)人名；(英)吉普赛

208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09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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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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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idiomatic 1 [,idiə'mætik] adj.惯用的；符合语言习惯的；通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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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impress 1 [im'pres, 'impres] vt.盖印；强征；传送；给予某人深刻印象 vi.给人印象 n.印象，印记；特征，痕迹

214 impressio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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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6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1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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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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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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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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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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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joblessness 1 ['dʒɔblisnis] n.失业；无活可干（jobless的名词形式）

224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25 jovana 1 约瓦娜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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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28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9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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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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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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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23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6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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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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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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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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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arry 1 ['mæri] vt.嫁；娶；与……结婚 vi.结婚 n.(Marry)人名；(阿拉伯)马雷；(法)马里

24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46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247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248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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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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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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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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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55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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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257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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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26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61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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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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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6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66 overwhelm 1 vt.淹没；压倒；受打击；覆盖；压垮

267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68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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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70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71 personality 1 [,pə:sə'næləti] n.个性；品格；名人

272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273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74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275 positi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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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277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278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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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81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8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83 rap 1 [ræp] vt.抢走；轻敲；敲击致使；使着迷 vi.敲击；交谈 n.轻敲

284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28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86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8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8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289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90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91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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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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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5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96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97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98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299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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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1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02 silvia 1 ['silviə] n.西尔维亚（女子名）

30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4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
305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306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307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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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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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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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313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14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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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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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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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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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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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urrounds 1 [sə'raʊnd] vt. 包围；环绕 n. 环绕物

32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2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323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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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326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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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29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330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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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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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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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6 underserved 1 [,ʌndə'sə:vd] adj.服务不周到的；服务水平低下的

337 unforgettable 1 [,ʌnfə'getəbl] adj.难忘的

338 unicef 1 ['ju:nisef] abbr.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'sEmergencyFund）

339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34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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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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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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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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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46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347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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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50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5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2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53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54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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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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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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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60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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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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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zemun 1 泽蒙

364 zlata 1 兹拉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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