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06 [Arts and Culture] Eden Center Is the Heart of
Vietnamese Culture in Washingt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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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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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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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unting 1 n.会计，会计学；账单 v.解释（account的ing形式）；叙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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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7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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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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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ncies 2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1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ala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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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9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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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2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3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4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5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ancestry 1 ['ænsestri] n.祖先；血统

27 and 3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8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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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cade 1 [ɑ:'keid] n.拱廊；（内设投角子电子游戏机等的）游乐场；有拱廊的街道 vt.使有拱廊 n.(Arcade)人名；(西、法)阿卡德

30 arch 2 [ɑ:tʃ] n.弓形，拱形；拱门 adj.主要的 vt.使…弯成弓形；用拱连接 vi.拱起；成为弓形 n.(Arch)人名；(德)阿尔希；(英)阿奇

31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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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a 6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3 Arlington 1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
3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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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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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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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40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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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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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43 baked 1 ['beikid] adj.烤的；烘焙的 v.烘培；烧制（bake的过去分词）

44 bakery 3 ['beikəri] n.面包店

45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6 became 4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7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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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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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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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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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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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56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57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58 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59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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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
62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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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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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unch 1 ['bʌntʃ] n.群；串；突出物 vi.隆起；打褶；形成一串 vt.使成一串；使打褶 n.(Bunch)人名；(英)邦奇

66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67 businesses 8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68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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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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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kes 1 [keɪk] n. 蛋糕；块状物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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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7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6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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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pit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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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79 Caty 2 卡蒂

80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81 center 1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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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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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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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8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86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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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heese 1 [tʃi:z] n.[食品]奶酪；干酪；要人 vt.停止 adj.叛变的；胆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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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90 Cho 2 abbr.首席人事官（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） n.(Cho)人名；(中)卓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越)给；(日)猪(姓)；(缅)丘

91 church 3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92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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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95 clarendon 2 ['klærəndən] n.粗笔长体铅字

96 close 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97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
98 come 3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99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00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101 comm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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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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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nnected 2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05 connections 2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06 connell 4 n. 康奈尔

107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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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oked 1 [kukt] adj.煮熟的 v.煮（cook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0 cookies 1 ['kʊki] n. 饼干；<俚>家伙

111 counsel 1 ['kaunsəl] n.法律顾问；忠告；商议；讨论；决策 vt.建议；劝告 vi.商讨；提出忠告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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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15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16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17 curved 1 [kə:vd] adj.弯曲的；弄弯的 n.倒弧角 vt.弯曲（cur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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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20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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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efeated 1 [dɪ'fiː 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
123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124 deli 3 ['deli] n.熟食店；[食品]熟食品（等于delicatessen） n.(Deli)人名；(法、意、罗、塞、匈、瑞典)德利

125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126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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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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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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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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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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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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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35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36 Eden 19 ['i:dən] n.伊甸园（《圣经》中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地方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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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ducated 2 ['edju:keitid] adj.受过教育的；有教养的 v.训练；教导；培育（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9 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140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41 ended 2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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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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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46 ethnic 2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4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48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49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50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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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53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154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55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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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58 fade 1 [feid, fad] vi.褪色；凋谢；逐渐消失 vt.使褪色 adj.平淡的；乏味的 n.[电影][电视]淡出；[电影][电视]淡入 n.(Fade)人名；
(法)法德

159 fades 1 [feɪd] v. 逐渐消失；褪色；凋谢 n. 淡入；淡出

160 fading 1 ['feidiŋ] n.褪色；衰退；凋谢 v.使衰落（fade的ing形式）；褪色

161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林

162 Falls 3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6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64 family 3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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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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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

168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69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170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171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72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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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74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
175 fled 2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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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flies 1 [flaiz] n.苍蝇（fly的复数）；舞台上空，吊景区；裤子前面的开口 v.飞行；时间飞逝；乘飞机；飘动（fly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177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78 food 8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79 foods 2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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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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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83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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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rank 2 [fræŋk] adj.坦白的，直率的；老实的 n.免费邮寄特权 vt.免费邮寄

186 freshness 1 ['freʃnis] n.新；新鲜；精神饱满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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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89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90 generally 2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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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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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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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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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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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197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98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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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rocery 2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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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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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haircutter 1 ['hɛə,kʌtə] n.剪发者；理发员

205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206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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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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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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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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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hea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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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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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14 heritage 2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215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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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18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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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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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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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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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ub 2 [hʌb] n.中心；毂；木片 n.(Hub)人名；(捷)胡布

223 huong 1 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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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immigrant 1 ['imigrənt] adj.移民的；迁入的 n.移民，侨民

226 immigrants 2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227 immigrate 1 ['imigreit] vi.移入 vt.使移居入境

228 immigrated 1 ['ɪmɪɡreɪt] v. 移居入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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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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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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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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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234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5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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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items 1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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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39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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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41 kevin 5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
242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43 Kim 2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244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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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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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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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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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50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51 Le 3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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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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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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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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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259 little 4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60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61 loc 1 abbr.通信线路（LinesofCommunication） 地方；代码行 (俚)疯狂的 n.(Loc)人名；(塞)洛茨；(越)禄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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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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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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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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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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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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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269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70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71 market 3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272 marketplace 5 ['mɑ:kitpleis] n.市场；商场；市集

273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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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eats 1 肉

27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7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77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278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279 military 3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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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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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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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8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8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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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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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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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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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91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292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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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9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96 northeast 2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297 northern 3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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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301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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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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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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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op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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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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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307 opening 2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308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9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310 opposing 1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311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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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13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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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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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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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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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overhead 1 adv.在头顶上；在空中；在高处 adj.高架的；在头上的；在头顶上的 n.天花板；[会计]经常费用；间接费用；吊脚
架空层

318 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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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320 owner 6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321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22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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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324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25 phuoc 1 普

326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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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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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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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31 possessions 1 [pə'zeʃənz] n.[经]财产；所有物（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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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34 proceeding 1 [prəu'si:diŋ] n.进行；程序；诉讼；事项 v.开始；继续做；行进（proceed的ing形式）

335 properties 1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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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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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ranking 1 ['ræŋkiŋ] adj.上级的；头等的；超群的 n.等级；地位 v.排列；归类于（rank的ing形式） n.(Ranking)人名；(英)兰金

340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4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4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43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344 refugees 4 难民

345 relative 2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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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remembrances 1 [rɪ'membrənsɪz] n. 问候

348 rent 1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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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rents 1 [rent] n. 租金 v. 租用；出租 动词r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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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researched 1 英 [rɪ'sɜ tːʃ] 美 [rɪ'sɜ rːtʃ] n. 研究；调查 v. 研究；调查

352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53 restaurants 4 餐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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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retail 2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
356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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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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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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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aigon 6 [sai'gɔn; 'saigɔn] n.西贡（越南一座城市，现称胡志明市）

361 salads 1 ['sælədz] 沙拉

362 sandwiches 1 ['sænwɪtʃ] n. 三明治 vt. 插入；夹在中间

36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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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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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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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369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370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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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37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7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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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5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376 shops 1 英 [ʃɒp] 美 [ʃɑːp] n. 商店；车间 v. 逛商店；购物；买东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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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79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80 similarly 1 ['similəli] adv.同样地；类似于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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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383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384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85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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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smells 1 [smel] n. 气味；嗅觉；嗅 v. 嗅；闻；散发气味；有臭味；察觉

387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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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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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91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2 sout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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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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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394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395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96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97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398 spicy 1 ['spaisi] adj.辛辣的；香的，多香料的；下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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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401 statues 1 [s'tætʃuːz] 现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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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store 4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404 stores 2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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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street 2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407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408 stripes 1 [st'raɪps] n. 条纹；斑纹 名词stripe的复数形式.

409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410 subway 1 ['sʌbwei] n.地铁；地道 vi.乘地铁

411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412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413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414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41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16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417 tea 1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
418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19 Thai 1 [tai] n.泰国人；泰国语 adj.泰国的；泰国人的

420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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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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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the 7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23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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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25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26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2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28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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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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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432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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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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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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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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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37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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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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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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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442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443 tran 6 n.(Tran)人名；(柬)德兰

444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44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446 treasure 1 ['treʒə, 'trei-] n.财富，财产；财宝；珍品 vt.珍爱；珍藏 n.(Treasure)人名；(英)特雷热

447 trend 2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44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49 unconcerned 1 [,ʌnkən'sə:nd] adj.不关心的；无关的；无忧虑的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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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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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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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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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456 Vietnam 3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457 Vietnamese 31 [,vjetnə'mi:z] n.越南人；越南语 adj.越南的；越南人的

458 vinh 1 n. 荣市(在越南；东经 105º41' 北纬 18º42')

459 Virginia 5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460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461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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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464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465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66 Washington 7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467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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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469 weight 1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470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7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472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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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474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7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47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77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478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479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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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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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2 work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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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3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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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4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85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48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87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88 yellow 2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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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91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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