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09 [As It Is] South African Company Helps Create Local
Art for Virtual World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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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gital 9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6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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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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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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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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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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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tists 5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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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echnology 5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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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ree 5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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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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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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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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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NFT 4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神经纤维缠结, 神经原纤维紊乱, nitrazine fern test 硝嗪蕨试验

24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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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virtu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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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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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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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1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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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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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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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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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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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9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1 artist 2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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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existing 2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44 facebook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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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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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Internet 2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49 metaverse 2 [metæ'vɜːs] n. 虚拟空间

50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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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fts 2 Naval Flight Training School 海军飞行训练学校

53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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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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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7 physic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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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59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
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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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62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63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64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5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6 workshop 2 ['wə:kʃɔp] n.车间；研讨会；工场；讲习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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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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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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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7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7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73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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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76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77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78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79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8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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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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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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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buyer 1 ['baiə] n.买主；采购员 n.(Buyer)人名；(英)拜尔；(法)比耶；(德)布耶尔

84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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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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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haracterized 1 ['kærəktəraɪz] vt. 表示 ... 的典型；赋予 ... 特色

88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89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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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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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93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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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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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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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mputing 1 [kəm'pju:tiŋ] n.计算；处理；从事电脑工作 v.计算（comput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97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9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99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100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0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02 cryptocurrency 1 英[krɪptəʊkʌrənsi] 美[krɪptoʊkɜ rːənsi] 加密货币

103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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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06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107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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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10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11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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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ounders 1 英 ['faʊndə(r)] 美 ['faʊndər] n. 创立者 v. 摔倒；失败；沉没；弄跛

114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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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ungible 1 ['fʌndʒibl] adj.代替的；可取代的 n.代替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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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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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20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21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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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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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24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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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2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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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129 Johannesburg 1 [dʒəu'hænisbə:g] n.约翰尼斯堡（位于南非东北部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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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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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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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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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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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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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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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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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41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42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43 microsoft 1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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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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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ffsets 1 英 ['ɒfset] 美 ['ɔː fset] vt. 抵消；弥补；用平版印刷 vi. 形成分支 n. 补偿；平版印刷；支派；弯管；[计]偏移量

14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4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50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5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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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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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aints 1 [peɪnts] n. 颜料；油漆 名词paint的复数形式.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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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58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159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60 polygon 1 ['pɔligən, -gɔn] n.多边形；多角形物体

161 portal 1 ['pɔ:təl, 'pəu-] n.大门，入口 n.(Porta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葡)波塔尔；(英)波特尔

162 prints 1 [p'rɪnts] n. 印记；印刷品；印花 名词print的复数形式.

163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164 properties 1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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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167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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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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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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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173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17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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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177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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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kweyiya 1 斯奎伊亚

180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181 stuurman 1 斯图尔曼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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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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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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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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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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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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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okens 1 英 ['təʊkən] 美 ['toʊkən] n. 象征；标志；纪念品；代币；代价券；[语言学]语言符号 adj. 象征性的；装样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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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194 trevor 1 ['trevə] n.特雷弗（男子名）

19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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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us 1 pron.我们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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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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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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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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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5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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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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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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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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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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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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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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