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18 [As It Is] Workers Try to Flee Vietnam's Biggest City 词词
频表频表

1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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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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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city 1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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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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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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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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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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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Chi 4 [kai] n.希腊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n.(Chi)人名；(德)希；(柬)齐；(日)智(名)

13 ho 4 [həu] int.呵；引人注意；表示惊讶 n.(Ho)人名；(柬)霍

14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Minh 4 n.(Minh)人名；(老、柬)明

16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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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workers 4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9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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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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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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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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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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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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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oan 3 霍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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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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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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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ordered 3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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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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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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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35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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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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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38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39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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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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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attempt 2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42 belongings 2 [bi'lɔŋiŋz] n.[经]财产，所有物；亲戚

43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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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46 clothing 2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47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48 factory 2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
49 flee 2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50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51 hospitals 2 ['hɒspɪtlz] 医院

52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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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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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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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leaving 2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56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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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otorbikes 2 n.摩托车( motorbike的名词复数 )

58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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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61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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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outbreak 2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63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64 province 2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65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66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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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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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70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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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t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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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uitcase 2 ['sju:tkeis] n.[轻]手提箱；衣箱

74 traveling 2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75 Vietnam 2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76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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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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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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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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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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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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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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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86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87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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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8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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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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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93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94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95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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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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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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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00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101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102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0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04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05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06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10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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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10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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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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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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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16 extends 1 [ɪk'stend] v. 延伸；延长；伸展；扩展；提供；使竭尽全力

117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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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leeing 1 [fliː ] vi. 逃走；消失；逃避；(时间)飞逝 vt. 逃离

120 foods 1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121 for 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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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2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25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26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27 ha 1 [hɑ:] int.哈！（表示惊异，愉快，怀疑，胜利等） abbr.一种元素(hahnium,原子序105) n.(Ha)人名；(德)哈；(日)巴(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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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29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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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31 hometowns 1 n.家乡，故乡( hometown的名词复数 )

13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33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134 hurrying 1 英 ['hʌri] 美 ['hɜ rːi] v. 匆忙；催促；赶紧 n. 匆忙；仓促；急忙

13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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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nstant 1 ['instənt] adj.立即的；紧急的；紧迫的 n.瞬间；立即；片刻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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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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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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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jobless 1 ['dʒɔblis] adj.失业的，无业的；（关于）失业者的 n.失业者

142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4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4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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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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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oaded 1 ['ləudid] adj.负荷的；装填子弹的；装好胶卷的；喝醉了的（美国俚语）；阔绰的（美国俚语） v.装载（load的变形）

149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50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51 loudspeakers 1 ['laʊdspiː kərz] 扬声器

152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3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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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5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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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otorbike 1 ['məutəbaik] n.摩托车

159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60 nguyen 1 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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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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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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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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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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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vercrowded 1 [,əuvə'kraudid] adj.过度拥挤的 v.拥挤（over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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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69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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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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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73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74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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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177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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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180 roadblocks 1 n.路障( roadblock的名词复数 ); <美>障碍

181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182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183 shouting 1 ['ʃəutiŋ] n.大喊大叫 vi.大喊大叫（shout的现在分词）

18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85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18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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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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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190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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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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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194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195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196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197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198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199 suspensions 1 [səs'penʃnz] 悬浮液

200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01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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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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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0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07 tinh 1 [地名] 省（越南语）

20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9 towa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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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11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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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14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1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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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17 van 1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
218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219 Vietnamese 1 [,vjetnə'mi:z] n.越南人；越南语 adj.越南的；越南人的

220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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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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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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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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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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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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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229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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