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5 [Arts and Culture] Roma Designers in Hungary Build
Fashion Line and Awarenes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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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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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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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Roma 21 ['rɔmə, 'rəu-] n.罗马，罗马帝国

7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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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Hungary 11 ['hʌŋgəri] n.匈牙利（欧洲国家名）

10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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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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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design 10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3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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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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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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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 romani 8 n.(Romani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、俄)罗马尼

18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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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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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fashion 7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21 social 7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2 culture 6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23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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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varga 6 n. 瓦尔加

26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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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rika 5 ['εrikə] n.埃里卡（女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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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museum 5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0 show 5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31 wa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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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4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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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6 contemporary 4 [kən'tempərəri] n.同时代的人；同时期的东西 adj.当代的；同时代的；属于同一时期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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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Helena 4 [he'li:nə] n.海伦娜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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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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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1 society 4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42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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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4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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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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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munities 3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47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8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49 exhibition 3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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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52 jewelry 3 ['dʒu:əlri] n.珠宝；珠宝类

53 l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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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odern 3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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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57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59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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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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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sisters 3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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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traditions 3 [trə'dɪʃnz] 传统

64 values 3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65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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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7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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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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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70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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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bsolutely 2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72 accepted 2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73 accessories 2 [ək'sesərɪz] n. 附件；配件；辅助程序；配饰，服装搭配物 名词accessory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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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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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7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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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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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enturies 2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82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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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clear 2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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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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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esigners 2 [dɪ'zaɪnəz] 设计师

87 designs 2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88 dresses 2 [dres] n. 服装；女装 v. 打扮；穿衣；穿着；给（某人）穿衣

89 experiences 2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90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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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ypsy 2 ['dʒipsi] n.吉卜赛人；吉卜赛语；像吉布赛的人；歌舞剧中的歌舞队员 adj.象吉卜赛人的；吉卜赛人的；无照的 vi.流浪 n.
(Gypsy)人名；(英)吉普赛

92 horvath 2 n. 霍瓦特

9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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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96 larg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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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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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iving 2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99 minority 2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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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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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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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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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05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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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07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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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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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position 2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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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12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13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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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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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represent 2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116 rest 2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17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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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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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20 segregation 2 [,segri'geiʃən] n.隔离，分离；种族隔离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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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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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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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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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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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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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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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valuable 2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129 wants 2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30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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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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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3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35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
136 accessory 1 [ək'sesəri] n.配件；附件；[法]从犯 adj.副的；同谋的；附属的

13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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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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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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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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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44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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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47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48 applied 1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149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50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151 awareness 1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152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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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15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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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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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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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belts 1 [belt] n. 腰带；带状物；地带；皮带 vt. 用皮带抽打；用带系上；用带标示 vi. 疾驰；大声歌唱

160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161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
葡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162 brands 1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
163 Budapest 1 ['bju:dəpest] n.布达佩斯（匈牙利的首都）

164 bu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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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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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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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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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70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71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72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73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74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175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176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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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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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179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180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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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183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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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186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187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88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89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90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9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92 discord 1 ['diskɔ:d, dis'kɔ:d] n.不和；不调和；嘈杂声 vi.不一致；刺耳 n.(Discord)人名；(法)迪斯科尔

193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94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195 displayed 1 [dis'pleid] adj.显示的 v.表现（display的过去分词）；展示；陈列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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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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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dress 1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
200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201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202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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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205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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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208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209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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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21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212 exhibit 1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213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214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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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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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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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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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221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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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2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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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27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228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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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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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232 hea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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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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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35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236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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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ungarian 1 [hʌŋ'gεəriən] adj.匈牙利的；匈牙利语的 n.匈牙利人；匈牙利语

239 ideas 1 观念

240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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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
243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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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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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47 judit 1 尤迪特

248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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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51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52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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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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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56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257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58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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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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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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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64 marginalization 1 [,mɑ:dʒinəlai'zeiʃən, -li'z-] n.边缘化；忽视；排斥

265 marginalize 1 ['mɑ:dʒinəlaiz] vt.排斥；忽视；使处于社会边缘；使脱离社会发展进程

266 marginalized 1 英 ['mɑːdʒɪnəlaɪz] 美 ['mɑ rːdʒɪnəlaɪz] vt. 使边缘化；忽略；排斥

267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268 matteo 1 n. 马泰奥

26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7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71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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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274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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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77 multiculturalism 1 [,mʌlti'kʌltʃərəlizm] n.多元文化论

278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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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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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83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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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occupations 1 英 [ˌɒkju'peɪʃnz] 美 [ˌɑːkju'peɪʃnz] n. 职业，消遣（名词occup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86 occupy 1 ['ɔkjupai] vt.占据，占领；居住；使忙碌

287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288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89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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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92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93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94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29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9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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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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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300 powerless 1 ['pauəlis] adj.无力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，无权的

301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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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04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30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06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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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09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310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311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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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14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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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17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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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320 separating 1 ['sepəreɪtɪŋ] adj. 分开的；分离的 动词separate的现在分词.

321 shand 1 n. 尚德

322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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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325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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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soul 1 n.灵魂；心灵；精神；鬼魂 n.一种人，某种人（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） adj.美国黑人文化的 n.(Soul)人名；(英、法)苏
尔

32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329 spike 1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33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31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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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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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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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337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38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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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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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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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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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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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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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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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34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0 unimportant 1 英 [ˌʌnɪm'pɔː tnt] 美 [ˌʌnɪm'pɔː rtnt] adj. 不重要的

351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
352 usefulness 1 ['ju:sfulnis] n.有用；有效性；有益

35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54 virgin 1 ['və:dʒin] adj.处女的；纯洁的；未经利用的，处于原始状态的 n.处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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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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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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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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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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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4 work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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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5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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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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