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5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Digital Project Brings
Olympics Birthplace to Lif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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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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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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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projec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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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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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cient 5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9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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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icrosoft 5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
12 Olympia 5 [əu'limpiə] n.奥林匹亚（希腊一地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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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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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experience 4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6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 technology 4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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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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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22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 Greece 3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24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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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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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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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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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 2 [a:] abbr.应收款（AccountReceivable）；验收条件（AcceptanceRequirement）；陆军条例（ArmyRegulation） n.(Ar)人名；
(土)阿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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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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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 Athens 2 ['æθinz] n.雅典（希腊首都）

35 augmented 2 [ɔ:g'mentid] adj.增广的；增音的；扩张的

36 birthplace 2 ['bə:θpleis] n.出生地 发源地

3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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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40 eyeglasses 2 英 ['aɪglɑːsɪz] 美 ['aɪ̩ glɑːsɪz] n. 眼镜 =glasses.

41 games 2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2 Greek 2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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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45 impressive 2 [im'presiv] adj.感人的；令人钦佩的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

4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48 map 2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49 milestone 2 ['mailstəun] n.里程碑，划时代的事件 n.(Milestone)人名；(英)迈尔斯通

50 ministry 2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51 mitsotakis 2 米佐塔基斯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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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Olympic 2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54 olympics 2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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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reserve 2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57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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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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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reality 2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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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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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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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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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thrilled 2 [θrild] adj.非常兴奋的；极为激动的 v.激动（thrill的过去式）；[医]震颤

65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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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us 2 pron.我们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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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9 virtual 2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70 virtually 2 ['və:tʃuəli] adv.事实上，几乎；实质上

71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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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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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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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dmirable 1 ['ædmərəbl] adj.令人钦佩的；极好的；值得赞扬的

76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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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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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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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8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2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83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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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archaeological 1 [,ɑ:kiə'lɔdʒikəl] adj.[古]考古学的；[古]考古学上的

8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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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8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89 brad 1 [bræd] n.[建]曲头钉；角钉 vt.用无头钉固定 n.(Brad)人名；(英、罗)布拉德

90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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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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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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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aty 1 卡蒂

95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96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97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8 christopoulos 1 赫里斯托普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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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mpeted 1 [kəm'piː 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101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02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03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04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10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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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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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9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10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11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12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13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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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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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1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18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19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20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121 facebook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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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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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12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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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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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headsets 1 n.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( headse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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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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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31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132 imagery 1 ['imidʒəri] n.像；意象；比喻；形象化

133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34 imaging 1 ['imidʒiŋ] n.成像 v.想像（image的ing形式）；画…的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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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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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38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39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4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41 kyriakos 1 基里亚科斯

142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14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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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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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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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149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50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51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52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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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5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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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58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59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160 olympians 1 奥运选手

161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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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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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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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anagiotis 1 帕纳约蒂斯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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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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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171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72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73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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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7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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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78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79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8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1 recreate 1 ['rekrieit, -kri:-] vi.娱乐；消遣 vt.再创造；使得到娱乐/消遣

182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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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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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epresentations 1 [reprɪzen'teɪʃnz] n. 陈述

185 respectable 1 [ri'spektəbl] adj.值得尊敬的；人格高尚的；相当数量的 n.可敬的人

186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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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89 schoolchildren 1 ['sku lːtʃɪldrən] n. 中小学生

190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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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93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194 settings 1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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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97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198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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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201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02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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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port 1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204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5 statues 1 [s'tætʃuːz] 现状

206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207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0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09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10 temples 1 ['templz] n. 寺庙 名词temple的复数形式.

211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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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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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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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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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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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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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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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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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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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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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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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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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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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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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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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