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8 [Arts and Culture] Fans, Investors Unhappy over BTS
Time-ou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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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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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TS 10 ['biː t'iː 'es] 基站设备

5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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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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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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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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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ad 5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3 Kore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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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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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pop 4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17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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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2 fans 3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23 felt 3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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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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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aking 3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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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9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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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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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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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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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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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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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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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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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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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tists 2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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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reak 2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41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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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urage 2 ['kʌridʒ] n.勇气；胆量 n.(Courage)人名；(英)卡里奇；(法)库拉热

43 dynamite 2 ['dainəmait] n.炸药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（或物） vt.炸毁 adj.极好的

44 eatery 2 ['i:təri] n.简便饮食店；小饭馆

45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46 exhausting 2 [ig'zɔ:stiŋ] adj.使筋疲力尽的；使耗尽的 v.耗尽；使…精疲力竭；排出（exhaust的ing形式）

47 fan 2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48 financial 2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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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51 investors 2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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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54 lee 2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55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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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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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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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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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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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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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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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65 pushing 2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66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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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rm 2 [,a:r 'em] abbr.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（RoyalMarines）

69 servi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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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shares 2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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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tock 2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新
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73 struggling 2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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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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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77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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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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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80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8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2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83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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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85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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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8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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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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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91 albums 1 n. 专辑，影集（album的复数形式）；相簿，相册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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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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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6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97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98 athletes 1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99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10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01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102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103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04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105 bodied 1 ['bɔdid] adj.有形的；有躯体的 v.赋…以形体；体现（body的过去分词）

106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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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09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0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1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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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114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15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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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1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19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12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1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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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24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25 duk 1 杜克

126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127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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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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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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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32 exemptions 1 n.（义务等的）免除( exem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免（税）; （收入中的）免税额

133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34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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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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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irmness 1 ['fə:mnis] n.坚定；坚固；坚度

138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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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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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guilty 1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142 hana 1 n. 哈娜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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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145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46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47 honestly 1 ['ɔnistli] adv.真诚地；公正地

148 hoon 1 [hun] n.拉皮条者

149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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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53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54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55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56 jin 1 [dʒin] n.（汉语）斤（重量单位）；神灵（等于jinni） n.(Jin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仁；(英)吉恩

157 Jung 1 n.荣格（姓氏）

158 ki 1 abbr.基里巴斯（Kiribati） n.(Ki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纪；(印尼)基

159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60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61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62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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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egislators 1 ['ledʒɪsleɪtəz] 立法者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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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67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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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ltd 1 abbr. （=Limited）有限公司

169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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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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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ature 1 [mə'tjuə] adj.成熟的；充分考虑的；到期的；成年人的 vi.成熟；到期 vt.使…成熟；使…长成；慎重作出

173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7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75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7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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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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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81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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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4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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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87 nini 1 n.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 它的形象是燕子；传递的祝福是好运；代表体操

188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9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90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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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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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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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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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197 poorly 1 ['puəli, 'pɔ:-] adv.贫穷地；贫乏地；不充分地 adj.身体不舒服的；心情恶劣的

198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199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00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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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apper 1 ['ræpə] n.敲门者；叩击物

203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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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6 refers 1 英 [rɪ'fɜ (ːr)] 美 [rɪ'fɜ rː] vt. 把 ... 提交；把 ... 归因；归类 vi. 参考；谈及；咨询

207 relate 1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208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209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10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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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13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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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15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16 samsung 1 n. 三星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；总部所在地韩国；主要经营贸易)

217 securities 1 [sɪ'kjʊərɪtɪs] n. 股票；有价证券 名词security的复数形式.

218 Seoul 1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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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21 shareholders 1 ['ʃeəhəʊldəz] 股东

222 shed 1 [ʃed] vt.流出；摆脱；散发；倾吐 vi.流出；脱落；散布 n.小屋，棚；分水岭

223 shin 1 [ʃin] n.胫骨 vt.爬；攀 vi.攀；快步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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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6 singer 1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227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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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30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31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
232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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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35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36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237 tears 1 [tɪəs] n. 眼泪 t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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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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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41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42 tiring 1 ['taiəriŋ] adj.累人的；麻烦的；无聊的；引起疲劳的 v.厌倦；使劳累（tire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疲倦

243 totaling 1 英 ['təʊtl] 美 ['toʊtl] adj. 总的；全体的；完全的 n. 总数；合计 v. 共计；总计

244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245 trading 1 ['treidiŋ] n.交易；贸易；购物 adj.交易的；贸易的 v.交换（trade的ing形式）；做买卖

24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47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248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249 us 1 pron.我们

250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51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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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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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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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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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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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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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wished 1 [wɪʃ] v. 希望；想要 n. 愿望；命令；渴望；祝颂（表达这个意思时，常用复数）

260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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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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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6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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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yeni 1 ['jenɪ] 叶尼裸鼻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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