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9 [Arts and Culture] Young Koreans Worry about Return
of After-work Gathering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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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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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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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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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work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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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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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ulture 7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1 employees 7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2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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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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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6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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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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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an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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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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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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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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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 old 5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3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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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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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ompanies 4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26 did 4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7 dinners 4 n.正餐，主餐( dinner的名词复数 ); 宴会

28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29 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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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gatherings 4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32 jang 4 n.战斗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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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ffice 4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5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6 south 4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7 Suh 4 徐,韩国姓氏的音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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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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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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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inner 3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44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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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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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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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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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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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koreans 3 朝鲜人

51 return 3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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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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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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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6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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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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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working 3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59 you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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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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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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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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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utiously 2 ['kɔ:ʃəsli] adv.慎重地，谨慎地

65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7 date 2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68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69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0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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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ai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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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hikes 2 [haɪk] n. 徒步旅行；远足；涨价 vi. 远足；提高

73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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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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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meal 2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78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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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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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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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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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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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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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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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87 respondents 2 [rɪs'pɒndənts] 调查对象

88 restore 2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89 Seoul 2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90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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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93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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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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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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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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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99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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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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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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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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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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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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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11 avoiding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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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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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bong 1 [bɔŋ, bɔ:ŋ] n.锣，大钟等的当当声 vt.发当当声宣布时间等 vi.发当当声 n.(Bong)人名；(老)彭；(德、瑞典)邦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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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1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1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19 choi 1 (=(considered)characteristic(of)osteogenesis imperfecta) 被认为是成骨不全的特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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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2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23 cleaned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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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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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6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27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28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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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31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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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rp 1 英 [kɔː (r)] 美 [kɔː r] n. 军团；兵团；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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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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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3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38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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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14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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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mployee 1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
144 employer 1 [im'plɔiə] n.雇主，老板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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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47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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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xercised 1 英 ['eksəsaɪz] 美 ['eksərsaɪz] n. 运动；练习；作业 vt. 运用 vi. 锻炼

150 fashioned 1 ['fæʃənd] adj.…式的 v.把…塑成（fashio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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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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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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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requent 1 ['fri:kwənt, fri'kwent] adj.频繁的；时常发生的；惯常的 vt.常到，常去；时常出入于

15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58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159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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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62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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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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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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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u 1 ['ɡʌ] (=gastric ulcer) 胃溃疡,(=genitourinary) 生殖泌尿的,(=glucose uptake) 葡萄糖摄取,(=glycogenic unit) 糖原生成单位,
(=gonococcal urethritis) 淋(病双)球菌性尿道炎

167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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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69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70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71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72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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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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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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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78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9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80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81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82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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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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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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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87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18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9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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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92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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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194 lunch 1 n.午餐 vt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 vi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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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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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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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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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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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02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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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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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206 ninety 1 ['nainti] n.九十 adj.九十的；九十岁的 num.九十

207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08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0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10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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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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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13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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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6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17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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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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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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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23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24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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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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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28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29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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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relevant 1 adj.相关的；切题的；中肯的；有重大关系的；有意义的，目的明确的

232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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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35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36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237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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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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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k 1 abbr. 样品箱(=Sales Kit) abbr. 萨斯喀彻温(加拿大省名)(=Saskatchewan) n. 鲜京(公司名；部所在地韩国；主要经营炼油)

241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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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ocializing 1 ['səʊʃəlaɪzɪŋ] n. 社交；交际 动词socia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4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245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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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oo 1 abbr.超氧化物歧化酶；单点登录系统；销售订单 n.(Soo)人名；(日)囎唹(姓)

247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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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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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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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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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254 telecom 1 ['telikɔm] n.电信，远距通信；电讯

255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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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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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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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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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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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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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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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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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6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5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26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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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unpaid 1 [,ʌn'peid] adj.未付款的；[税收]未缴纳的；无报酬的

26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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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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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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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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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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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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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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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8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1 woon 1 n. 伍恩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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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28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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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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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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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yong 1 n.勇（汉语拼音）

291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292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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