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8 [As It Is] S. Koreans Adopted Internationally Demand
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Adoptio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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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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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doptee 17 [ə,dɔp'ti:] n.被收养者；被立嗣者

6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their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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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rom 1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 or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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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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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option 10 [ə'dɔpʃən] n.采用；收养；接受

12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south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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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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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Korea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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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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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gencies 8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20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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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Kwang 8 光

22 adoptions 7 n.采用，收养( adoption的名词复数 )

23 Korea 7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24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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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7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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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9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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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group 6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1 h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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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3 applications 5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34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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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children 5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6 commen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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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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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parents 5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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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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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ocial 5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41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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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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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44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5 adopted 4 [ə'dɔptid] adj.被收养的；被采用的 v.采用；接受（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 Busan 4 n.釜山（韩国一港市）

47 Denmark 4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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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0 receiv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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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 Seoul 4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52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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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3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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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5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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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7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5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9 based 3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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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iological 3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62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63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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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65 commission 3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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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epen 3 ['di:pən] vt.使加深；使强烈；使低沉 vi.变深；变低沉

68 family 3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69 far 3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70 foreign 3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71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2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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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investigation 3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74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75 kss 3 Knowl edge Support System,知识支援系统

76 letter 3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77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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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media 3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79 records 3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80 States 3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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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83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84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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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west 3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86 worker 3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87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89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90 account 2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91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2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93 avoid 2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94 birth 2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95 cal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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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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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98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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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uple 2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01 Danish 2 ['deiniʃ] adj.丹麦的；丹麦人的；丹麦语（文）的 n.丹麦语

102 dead 2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03 documents 2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104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05 easily 2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06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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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nter 2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09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110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11 filed 2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
112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13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4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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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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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18 holt 2 [həult] n.小林；林丘；杂木林 n.(Holt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、匈、瑞典)霍尔特；(法、西)奥尔特

119 investigate 2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20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21 koreans 2 朝鲜人

122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123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4 legal 2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25 lie 2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126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27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28 note 2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129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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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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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32 orphan 2 ['ɔ:fən] adj.孤儿的；无双亲的 n.孤儿 vt.使成孤儿

133 overseas 2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134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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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permitted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37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38 procedure 2 [prə'si:dʒə] n.程序，手续；步骤

139 request 2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140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41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42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43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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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streets 2 [st'riː ts] 街道

145 suspect 2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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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48 ties 2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14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50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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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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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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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54 abandoned 1 [ə'bændənd] adj.被抛弃的；无约束的；恣意放荡的；寡廉鲜耻的 v.抛弃（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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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157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158 accuses 1 [ə'kjuːz] v. 谴责；控告；指责

159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60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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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63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164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165 adopters 1 n.养父母( adopt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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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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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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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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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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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74 application 1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175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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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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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78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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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81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182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83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84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185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86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87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188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189 carelessly 1 ['kɛəlisli] adv.粗心地；不注意地；无忧无虑地

190 Caty 1 卡蒂

191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92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19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4 choon 1 绍翁

195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196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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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8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199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20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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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complaints 1 [kəm'pleɪnts] n. 主诉，控诉，控告；疾病（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）

203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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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courts 1 英 [kɔː t] 美 [kɔː 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20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07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20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209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210 deepening 1 ['di:pəniŋ] n.加深，延深；向下侵蚀 v.使深化；加深（deepen的现在分词）

211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212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213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214 destroying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215 dictate 1 [dik'teit, 'dikteit] vt.命令；口述；使听写 vi.口述；听写 n.命令；指示

21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1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218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219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220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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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22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22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22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22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22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22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228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22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230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23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232 excuses 1 [ɪk'skjuːs] vt. 原谅；辩解 n. 理由；辩解；借口

233 existent 1 [ig'zistənt] n.生存者；存在的事物 adj.存在的；生存的

234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235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236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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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39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240 falsified 1 ['fɔː lsɪfaɪ] vt. 伪造，篡改；歪曲；改变公认的规则；证明…是假的

241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42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243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244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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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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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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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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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25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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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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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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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ee 1 abbr.家庭娱乐引擎（HomeEntertainmentEngine）；高情绪表达（HighExpressedEmotion）；韩依依（服装品牌）

25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58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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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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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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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5 identities 1 [aɪ'dentəti] n. 一致；身份；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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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6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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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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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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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2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73 individually 1 [,indi'vidjuəli, -dʒu-] adv.个别地，单独地

27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75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76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
277 inventing 1 [ɪn'vent] vt. 发明；捏造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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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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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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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284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85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86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287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88 lied 1 [li:t] n.德国抒情歌曲，浪漫曲 v.撒谎（lie的过去式） n.(Lied)人名；(德、挪)利德

28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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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292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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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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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96 louise 1 [lu:'i:z] n.路易丝（女子名）

297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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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300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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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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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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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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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306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307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0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0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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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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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312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
313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1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315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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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31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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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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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323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
324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325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326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27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
32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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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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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orphanage 1 ['ɔ:fənidʒ] n.孤儿院；孤儿身份

332 orphans 1 英 ['ɔː fn] 美 ['ɔː rfn] n. 孤儿 adj. 孤儿的 vt. 成孤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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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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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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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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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341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42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43 possession 1 [pə'zeʃən] n.拥有；财产；领地；自制；着迷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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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346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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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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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51 privacy 1 ['praivəsi, 'pri-, 'prai-] n.隐私；秘密；隐居；隐居处

352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35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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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4 procedures 1 [prə'si:dʒəz] 操作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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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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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359 punishing 1 ['pʌniʃiŋ] adj.严厉的；打击沉重的；精疲力尽的 v.惩罚；折磨（punish的ing形式）

360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361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36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63 reconciliation 1 [,rekənsili'eiʃən] n.和解；调和；和谐；甘愿

36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365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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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7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36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69 relinquish 1 [ri'liŋkwiʃ] vt.放弃；放手；让渡

370 relinquishment 1 [ri'liŋkwiʃmənt] n.作罢；让渡

371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372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373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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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376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377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8 retaken 1 [,ri:'teik, 'ri:teik] vt.再取；重拍；补考 n.重考；重新摄录；重新摄录的照片或录音

379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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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81 romantic 1 [rəu'mæntik] adj.浪漫的；多情的；空想的 n.浪漫的人 vt.使…浪漫化

382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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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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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385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386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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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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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391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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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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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395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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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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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398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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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9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00 suk 1 [su:k] n.苏克人；苏克族

401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402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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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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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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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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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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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10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411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412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413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41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415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416 unmarried 1 [,ʌn'mærid] adj.[法]未婚的；单身的；独身的 v.离婚（unmarr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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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unwillingness 1 [ʌn'wɪlɪŋnəs] n. 不愿意；不情愿

419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20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2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42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42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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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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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42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428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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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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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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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43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3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35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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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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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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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yoon 1 n. 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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