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30 [As It Is] Crypto Donations for Ukraine Provide Flow of
War-Related Help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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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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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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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cryptocurrency 10 英[krɪptəʊkʌrənsi] 美[krɪptoʊkɜ rːənsi] 加密货币

8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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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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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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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kraine 9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12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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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donations 8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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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7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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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money 7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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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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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d 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crypto 6 ['kriptəu] n.秘密赞同者；秘密党员

23 throu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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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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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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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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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9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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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1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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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hobanian 3 乔巴尼扬

33 currency 3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34 donation 3 [dəu'neiʃən] n.捐款，捐赠物；捐赠

35 exchange 3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36 funds 3 [fʌndz] n.[会计]资金，现金（fund的复数）；基金 v.资助（fund的三单形式）；提供资金

37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8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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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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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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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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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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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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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Ukrainian 3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44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5 accounts 2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46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47 alley 2 ['æli] n.小巷；小路；小径 n.(Alley)人名；(英)阿利

48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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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50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51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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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3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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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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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nfirmed 2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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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efense 2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58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9 digital 2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60 empathetic 2 [em'pæθik, ,empə'θetik] adj.移情作用的；同感的（等于empathic）

61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2 f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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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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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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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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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invasion 2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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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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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70 networks 2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 rː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
71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72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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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phan 2 [fæn] 表象, 显象

75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76 receiving 2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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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9 scams 2 [skæm] n. 骗局；骗钱 v. 诈骗

80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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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1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2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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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speed 2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85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8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7 thinking 2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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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90 tomlin 2 n. 汤姆林

91 transformation 2 [,trænsfə'meiʃən, ,trænz-, trɑ:n-] n.[遗]转化；转换；改革；变形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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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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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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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6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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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9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99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00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01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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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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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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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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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8 aggression 1 [ə'greʃən] n.侵略；进攻；侵犯；侵害

109 alex 1 ['æliks] n.亚历克斯（男子名）

110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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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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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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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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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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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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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121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2 attracted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12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24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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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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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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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29 Bennett 1 ['benit] n.班尼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enedict）

130 bitcoin 1 点对点（peer-to-peer）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

131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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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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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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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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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137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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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40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41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42 charity 1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143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44 communist 1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
145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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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48 convert 1 [kən'və:t] vt.使转变；转换…；使…改变信仰 vi.转变，变换；皈依；改变信仰 n.皈依者；改变宗教信仰者 n.(Convert)人
名；(法)孔韦尔

149 converted 1 [kən'və:tid] adj.修改的；改变信仰的 v.转变；改变信仰（con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50 converting 1 [kən'vɜ tːɪŋ] n. 转换；转炉炼钢 adj. 转换的 动词convert的现在分词.

151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152 cybersecurity 1 n. 网络安全

153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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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ealings 1 ['di:liŋz] n.交易；来往

155 deceiving 1 [dɪ'siː v] vt. 欺骗 vi. 行骗

156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1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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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ishonest 1 [dis'ɔnist] adj.不诚实的；欺诈的

160 dishonesty 1 [dis'ɔnisti] n.不诚实；欺诈；不正直

161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162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63 donated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164 donates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165 donating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166 downside 1 n.负面，缺点；下降趋势；底侧 adj.底侧的

167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168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6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7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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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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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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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75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76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77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8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79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80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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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83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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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86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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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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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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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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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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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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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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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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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hilary 1 ['hiləri] n.希拉里（女子名，男子名）

198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199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200 intermediaries 1 英 [ˌɪntə'miː diəri] 美 [ˌɪntər'miː dieri] n. 仲裁者；调解者；中介 adj. 中间的；媒介的 [计算机] 媒介.

201 intermediary 1 [,intə'mi:diəri] adj.中间的；媒介的；中途的 n.中间人；仲裁者；调解者；媒介物

202 investigates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203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4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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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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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kuna 1 ['ku:nə] n.库纳（克罗地亚流通货币） n.(Kuna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、塞、保)库娜(女名)，库纳

207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208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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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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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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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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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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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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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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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17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218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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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edium 1 ['mi:diəm, -djəm] adj.中间的，中等的；半生熟的 n.方法；媒体；媒介；中间物

221 merchant 1 ['mə:tʃənt] n.商人，批发商；店主 adj.商业的，商人的 n.(Merchant)人名；(英)麦钱特

222 merchants 1 ['mɜ tːʃənts] 商人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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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25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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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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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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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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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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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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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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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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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38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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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40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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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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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244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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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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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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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49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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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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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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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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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ublicity 1 [pʌb'lisiti] n.宣传，宣扬；公开；广告；注意

255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56 remainder 1 [ri'meində] n.[数]余数，残余；剩余物；其余的人 adj.剩余的；吃剩的 vt.廉价出售；削价出售 vi.廉价出售；削价出
售

257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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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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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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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61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262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63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64 Saigon 1 [sai'gɔn; 'saigɔn] n.西贡（越南一座城市，现称胡志明市）

265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266 scam 1 [skæm] n.骗局，诡计；故事 vt.欺诈；诓骗 vi.欺诈；诓骗

267 scammer 1 ['skæmə] n.调情的人；骗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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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70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71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72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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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75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27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7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78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79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80 sovereign 1 ['sɔvərin, 'sʌv-] adj.至高无上的；有主权的；拥有最高统治权的；不折不扣的；极好的 n.君主；独立国；最高统治者
n.(Sovereign)人名；(英)索夫林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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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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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284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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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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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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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elegram 1 ['teligræm] n.电报 vt.用电报发送 vi.发电报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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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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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4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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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rickery 1 ['trikəri] n.欺骗；诡计；奸计

297 tuan 1 [tu:'ɑ:n; tu-] n.（马来语）先生；（马来语）老爷

298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99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
300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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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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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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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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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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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309 Vietnamese 1 [,vjetnə'mi:z] n.越南人；越南语 adj.越南的；越南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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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1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13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1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15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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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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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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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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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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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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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1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2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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