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08 [Arts and Culture] Beirut Art Museum Still Rebuilding
One Year After Explos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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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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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museum 15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6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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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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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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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 art 7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3 explosion 7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14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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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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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ac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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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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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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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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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indows 5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22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24 arida 4 n. 有田(在日本；东经 135º04' 北纬 34º05')

25 Beirut 4 [bei̍ ru:t] n.贝鲁特（黎巴嫩一港口）

26 damaged 4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 Lebanon 4 ['lebənən] n.黎巴嫩（西南亚国家，位于地中海东岸）

28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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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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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blast 3 ['baiəu,blæst] n.爆炸；冲击波；一阵 vi.猛攻 vt.爆炸；损害；使枯萎 n.(Blast)人名；(德)布拉斯特

32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33 economy 3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34 glass 3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35 heritage 3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36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7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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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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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rebuild 3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40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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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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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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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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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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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6 archive 2 ['ɑ:kaiv] n.档案馆；档案文件 vt.把…存档

47 artist 2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48 artists 2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9 badly 2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50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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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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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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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4 collection 2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55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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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7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58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59 doors 2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60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1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2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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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xtent 2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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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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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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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hussaini 2 侯赛尼

68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69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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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72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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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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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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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port 2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77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78 rebuilding 2 ['riː ˌbɪldɪŋ] n. 改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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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ector 2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
81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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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stained 2 adj.玷污的；着色的v.玷污；败坏；给…染色（st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3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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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stressful 2 ['stresful] adj.紧张的；有压力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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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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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89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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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1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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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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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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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chievements 1 [ət'ʃiː vmənts] n. 成绩 名词achievement的复数形式.

96 achrafieh 1 阿什拉菲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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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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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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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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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5 anxious 1 ['ænkʃəs] adj.焦虑的；担忧的；渴望的；急切的

106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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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09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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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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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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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13 beating 1 ['bi:tiŋ] n.打；[纸]打浆；敲打；失败 v.打（beat的ing形式）

11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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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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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119 blow 1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120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121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22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123 builders 1 ['bɪldəz] n. 洗选强化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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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2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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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28 ceilings 1 ['siː lɪŋz] 锅炉炉顶

129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30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31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132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13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34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35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136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7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38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9 concerts 1 英 ['kɒnsət] 美 ['kɑːnsərt] n. 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 协定；协同安排 vi. 合作

140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41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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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44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45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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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4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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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51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152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153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54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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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157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58 dividers 1 [di'vaidəz] n.[测]两脚规（圆规的一种）；分割者；分隔器（divider的复数）

159 Dongen 1 n.(Dongen)人名；(荷)东恩

160 donors 1 供精者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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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163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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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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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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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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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volve 1 vt.发展；进化；使逐步形成；推断出 vi.发展，进展；进化；逐步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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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evolving 1 [ɪ'vɒlvɪŋ] adj. 进化的；展开的 动词evolve的现在分词.

173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74 Fay 1 [fei] n.小仙女；妖精 vi.接合 vt.接合 n.(Fay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)法伊；(英、法)费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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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77 financing 1 [fi'nænsiŋ] n.融资；财务；筹措资金 v.筹措资金；财政管理；从事金融活动（finance的ing形式）

178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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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80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81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82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3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84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185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86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87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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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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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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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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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193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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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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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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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19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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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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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03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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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Kee 1 n. 基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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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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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09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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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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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13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14 Lebanese 1 [,lebə'ni:z] adj.黎巴嫩的 n.黎巴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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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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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17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21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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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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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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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224 maya 1 ['maiə] n.马雅人；马雅语 adj.马雅人的；马雅语的

22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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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2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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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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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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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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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3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35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36 nicolas 1 n. 尼古拉斯(男子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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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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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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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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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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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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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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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verwhelm 1 vt.淹没；压倒；受打击；覆盖；压垮

247 overwhelmed 1 英 [ˌəʊvə'welm] 美 [ˌoʊvər'welm] vt. 打击；压倒；使感动；淹没；打败

248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249 patterns 1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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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52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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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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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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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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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58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59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60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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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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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26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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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67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68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269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70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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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73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7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75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76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77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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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280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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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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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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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285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286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87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88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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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ingular 1 ['siŋgjulə] adj.单数的；单一的；非凡的；异常的 n.单数

291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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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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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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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97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298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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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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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01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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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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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05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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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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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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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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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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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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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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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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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17 tore 1 [tɔ:] vt.撕开（tear的过去式） n.(Tore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挪、葡)托雷

318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31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0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321 unesco 1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
322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323 von 1 [vɔn] prep.（德）来自…的；用在姓前，表示贵族身份 n.(Von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冯；(柬)文

324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2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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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28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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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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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1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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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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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recking 1 ['rekiŋ] n.失事，遇难；[水运]遇难船；营救难船 n.(Wrecking)人名；(英)雷金

336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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