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27 [As It Is] Russian Artist, Ukrainian in Bali Work on
Message of Unit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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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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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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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5 alex 1 ['æliks] n.亚历克斯（男子名）

6 always 3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9 angered 1 英 ['æŋɡə(r)] 美 ['æŋɡər] n. 愤怒；怒火 vt. 激怒 vi. 发火

10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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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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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tist 3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13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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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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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ali 3 ['bɑ:li] n.（印度尼西亚）巴厘岛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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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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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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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2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23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24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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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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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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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lligraphy 5 [kə'ligrəfi] n.书法；笔迹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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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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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lo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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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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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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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mplex 2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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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ountryside 1 ['kʌntri,said] n.农村，乡下；乡下的全体居民

3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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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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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42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43 describes 2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44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45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46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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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4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49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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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5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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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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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57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58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59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60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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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3 harmony 2 ['hɑ:məni] n.协调；和睦；融洽；调和 n.(Harmony)人名；(英)哈莫尼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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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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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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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68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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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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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holiday 2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71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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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73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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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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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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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7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78 Indonesian 2 [,indəu'ni:zjən] n.印尼人；印尼语群；印度尼西亚语 adj.印尼的

79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80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1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82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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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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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formationtechnology

83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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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ampas 4 ['læmpəz] n.（马的）[兽医]硬口盖炎；（法）彩花细锦缎

85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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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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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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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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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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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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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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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9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96 messag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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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98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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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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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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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03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04 negotiate 1 [ni'gəuʃieit, -si-] vt.谈判，商议；转让；越过 vi.谈判，交涉

105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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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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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9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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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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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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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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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15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1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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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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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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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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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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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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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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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125 peaceful 2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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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piece 3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28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29 promoting 1 英 [prə'məʊt] 美 [prə'moʊt] vt. 促进；提升；升迁；发起；促销，推销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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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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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resort 1 [ri'zɔ:t] n.凭借，手段；度假胜地；常去之地 vi.求助，诉诸；常去；采取某手段或方法

133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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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136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37 Russian 4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138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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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1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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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144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145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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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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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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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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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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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speci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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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spells 1 [spel] v. 拼写；拼成；导致；暂时代替 n. 咒语；魔力；一段时间；一阵发作；轮班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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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156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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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statement 3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159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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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162 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163 suitable 1 ['sju:təbl] adj.适当的；相配的

164 sultan 1 ['sʌltən] n.苏丹（某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）

165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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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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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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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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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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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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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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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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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6 toge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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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78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179 tops 1 [tɔps] adj.第一流的，最上等的 n.顶部，顶端（top的复数形式） v.达到…的顶端（t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81 Ukraine 3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182 Ukrainian 5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183 unite 1 [ju:'nait] vt.使…混合；使…联合；使…团结 vi.团结；联合；混合

184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85 unity 2 ['ju:niti] n.团结；一致；联合；个体 n.(Unity)人名；(英)尤妮蒂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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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us 1 pron.我们

188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18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90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191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192 villa 1 ['vilə] n.别墅；郊区住宅 n.(Villa)人名；(西)比利亚；(英、法、葡、罗、意、芬、刚、瑞典)维拉

193 villas 2 n. 维勒斯(在美国；西经 74º55' 北纬 39º02')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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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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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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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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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9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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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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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02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03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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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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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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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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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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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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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writing 3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212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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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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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