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1 [As It Is] In Nigeria, New Money in Used Tir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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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the 1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 tires 9 ['taɪəz] n. 轮胎 ti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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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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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waste 7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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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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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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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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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d 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Freetown 4 ['fri:taun] n.弗里敦（塞拉利昂的首都）

14 money 4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5 Nigeria 4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6 of 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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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aving 4 ['peiviŋ] n.[建]铺砌；铺路材料；块石面路 v.铺设；为…做准备（pave的ing形式）

19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0 win 4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21 brick 3 [brik] n.砖，砖块；砖形物；心肠好的人 vt.用砖砌 adj.用砖做的；似砖的 n.(Br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布里克

22 factory 3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
23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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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5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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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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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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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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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zem 2 阿曾

31 bricks 2 [brɪk] n. 砖；砖块；砖状物 vt. 用砖围砌（或堵）

32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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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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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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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depends 2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36 drive 2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37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38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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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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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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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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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43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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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motivation 2 [,məuti'veiʃən] n.动机；积极性；推动

45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6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7 play 2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48 removal 2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49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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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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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peed 2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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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6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57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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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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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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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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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3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64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65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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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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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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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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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automobile 1 n.汽车 vt.驾驶汽车 [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]

71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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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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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6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7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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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ump 1 [bʌmp] n.肿块，隆起物；撞击 vi.碰撞，撞击；颠簸而行 vt.碰，撞；颠簸 adv.突然地，猛烈地 n.(Bump)人名；(英、西)邦
普

80 bumps 1 [bʌmp] v. 碰撞；颠簸而行；提高 n. 肿块；撞击；表面隆起 adv. 突然的；猛烈的

81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82 businesswoman 1 ['biznis,wumən] n.女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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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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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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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86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87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88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9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0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91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92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93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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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em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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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9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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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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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02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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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xports 1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10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06 floors 1 英 [flɔː (r)] 美 [flɔː 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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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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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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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12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13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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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Ibadan 1 [i:'bɑ:dən] n.伊巴丹（尼日利亚一座城市）

116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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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19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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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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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agos 1 ['leigɔs; 'lɑ:gəs] n.拉各斯（尼日利亚的首都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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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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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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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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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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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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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32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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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134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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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137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38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39 motivating 1 英 ['məʊtɪveɪt] 美 ['moʊtɪveɪt] vt. 激发(兴趣或欲望)；给与动机

140 naira 1 ['nairə; nɑ:'erə] n.奈拉（尼日利亚货币名）

14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2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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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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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146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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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14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0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51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152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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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pavement 1 ['peivmənt] n.人行道 路面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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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laygrounds 1 [p'leɪɡraʊndz] 游戏场地

156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57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158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159 recycle 1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
160 recycled 1 [ˌriː 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
161 recycles 1 [ˌriː 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
162 repairmen 1 [rɪ'peəmen] n. 修理工人 名词repairman的复数形式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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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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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riders 1 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 《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》

167 ridge 1 [ridʒ] n.山脊；山脉；屋脊 vt.使成脊状；作垄 vi.成脊状 n.(Ridge)人名；(英)里奇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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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170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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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anni 1 桑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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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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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74 seun 1 塞温

175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176 ski 1 [ski:, ʃi:] n.滑雪橇 vi.滑雪 adj.滑雪（用）的

177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
178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179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180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181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182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18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4 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185 supplied 1 [sə'plaɪd] adj.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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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188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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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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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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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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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ire 1 ['taiə] vi.疲劳；厌倦 vt.使…疲倦；使…厌烦 n.轮胎；头饰 n.(Tire)人名；(土)蒂雷

195 towns 1 n. 汤斯

196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197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198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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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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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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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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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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