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4 [As It Is] Philippine Parents Seek Creative Play Places
During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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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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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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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ldren 1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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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group 10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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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parents 9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2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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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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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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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facebook 6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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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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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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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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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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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faller 4 ['fɔ:lə] n.砍伐树木的人

24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5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6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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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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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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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9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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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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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outside 4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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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l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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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reuters 4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4 things 4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5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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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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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8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9 creative 3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40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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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42 list 3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43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4 nathania 3 n. 娜撒妮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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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laces 3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7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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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restrictions 3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9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5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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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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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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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4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5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6 amazed 2 [ə'meizd] adj.惊奇的，吃惊的 v.使…吃惊；把…弄糊涂（amaze的过去分词）

57 anxiety 2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58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5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1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2 bicycle 2 ['baisikl] n.自行车 vi.骑脚踏车 vt.骑自行车运送

63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64 bucket 2 ['bʌkit] n.桶，水桶；铲斗；一桶的量 v.倾盆而下；颠簸着行进 n.(Bucket)人名；(德)布克特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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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 2 abbr.大约，接近于（circa）

67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8 daughter 2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69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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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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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te 2 n. 工程试验鉴定(估计的在途中时间)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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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74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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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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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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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ki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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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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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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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81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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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83 Manila 2 [mə'nilə] n.马尼拉（菲律宾首都）

8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85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86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87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88 minors 2 英 ['maɪnə(r)] 美 ['maɪnər] adj. 轻微的；较小的；次要的 n. 未成年人；辅修科目；[音]小调 v. 辅修

89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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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92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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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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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order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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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orders 2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9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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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outdoors 2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
99 Philippine 2 ['filipi:n] adj.菲律宾的；菲律宾人的 n.菲律宾人

100 Philippines 2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101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02 psychologist 2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103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04 shopping 2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105 spaces 2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106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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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0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0 turning 2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111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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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4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11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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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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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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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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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2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2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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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25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26 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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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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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29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3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31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3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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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3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6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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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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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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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43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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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behavioral 1 [bi'heivjərəl] adj.行为的

146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47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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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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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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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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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53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54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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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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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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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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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ristina 1 n. 克里斯蒂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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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163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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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6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7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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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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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duterte 1 迪泰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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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72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73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174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175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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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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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xception 1 [ik'sepʃən] n.例外；异议

179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80 exercising 1 ['eksəsaɪzɪŋ] v. 锻炼，训练，练习（exercis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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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83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84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8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86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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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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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90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91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9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93 filipinos 1 英 [ˌfɪlɪ'piː nəʊ] 美 [ˌfɪlɪ'piː noʊ] n. 菲律宾人；菲律宾语 adj. 菲律宾的；菲律宾人的 =Philippine.

19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95 francine 1 [fræn'si:n] n.弗朗辛（女子名，等于Francene）

196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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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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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0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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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02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03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204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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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06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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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08 hershey 1 ['hə:ʃi] n.好时公司；赫尔歇（人名）

209 hiding 1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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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1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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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14 ideas 1 观念

215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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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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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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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indoors 1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220 innocent 1 ['inəsənt] adj.无辜的；无罪的；无知的 n.天真的人；笨蛋 n.(Innocent)人名；(英、西)因诺森特；(法)伊诺桑

221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22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23 jama 1 ['dʒɑːmə] n. <口>睡衣裤

224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225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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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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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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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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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1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3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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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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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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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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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ica 1 ['maikə] n.[矿物]云母 n.(Mica)人名；(意、罗、赤几)米卡；(英)迈卡；(塞)米察

239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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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42 misses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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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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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46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247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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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1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52 outing 1 ['autiŋ] n.远足；短途旅游；体育比赛 adj.远足适用的 v.出来；暴露（out的ing形式）

253 overflowing 1 英 [əʊvə'fləʊɪŋ] 美 [oʊvə'floʊɪŋ] n. 溢出物；溢流 adj. 充沛的；充满的 动词overf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4 overlook 1 [,əuvə'luk, 'əuvəluk] vt.忽略；俯瞰；远眺；检查；高耸于…之上 n.忽视；眺望

255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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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57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25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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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edals 1 ['pedlz] n. 踏板；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.

260 pediatrics 1 [,pi:di'ætriks] n.小儿科

261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2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63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64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65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66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267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6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9 posts 1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
270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27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2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73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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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7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7 railey 1 n. 雷利

278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1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82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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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85 rode 1 [rəud] v.骑（ride的过去式） n.(R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俄、塞、瑞典)罗德

286 rodrigo 1 n.罗德里戈（歌曲名称）

28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8 ruth 1 [ru:θ] n.露丝（女子名）；路得；路得记

289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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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amuel 1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
292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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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295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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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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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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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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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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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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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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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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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07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308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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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311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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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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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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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5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16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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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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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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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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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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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27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328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329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330 unevenly 1 ['ʌn'i:vənli] adv.不均衡地；不平坦地；不平行地

331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32 us 1 pron.我们

333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34 violations 1 [vaɪə'leɪʃnz] n. 侵害，违反（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35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36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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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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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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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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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wheels 1 [wiː 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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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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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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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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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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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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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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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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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