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14 [Arts and Culture] BTS K-pop Member Jin Begins
Military Servi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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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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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military 9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7 BTS 8 ['biː t'iː 'es] 基站设备

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j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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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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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po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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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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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4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5 Members 5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6 sector 5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
17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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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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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servic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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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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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amp 3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24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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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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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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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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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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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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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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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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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3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5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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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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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athletes 2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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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0 begins 2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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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hun 2 n.(Chun)人名；(柬)宗；(泰)春

43 commentator 2 ['kɔmenteitə] n.评论员，解说员；实况播音员；时事评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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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4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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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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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49 exemptions 2 n.（义务等的）免除( exem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免（税）; （收入中的）免税额

50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51 grenade 2 [gri'neid] n.手榴弹；灭火弹 vt.扔手榴弹；用催泪弹攻击 n.(Grenade)人名；(西、法)格雷纳德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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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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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head 2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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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hold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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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58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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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join 2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60 Korea 2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61 Kore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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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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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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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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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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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6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67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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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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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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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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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erformed 2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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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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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77 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78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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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erving 2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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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shaved 2 剃 汽车擦边通过

82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83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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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sporting 2 ['spɔ:tiŋ] adj.运动的；冒险性的；公正的；喜好运动的 v.娱乐；玩弄（sport的ing形式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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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88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89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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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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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93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94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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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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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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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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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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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llowance 1 [ə'lauəns] n.津贴，零用钱；允许；限额 vt.定量供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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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03 arena 1 [ə'ri:nə] n.舞台；竞技场 n.(Arena)人名；(英)阿里纳；(意、西、葡、德)阿雷纳

104 Arenas 1 n.阿瑞纳斯（姓氏，或球鞋品牌名）

105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106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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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10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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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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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111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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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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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116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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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19 bro 1 [brəu] abbr.兄弟（brother） n.(Bro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丹)布罗

120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21 bum 1 [bʌm] n.流浪汉；屁股；狂欢作乐；能力差的人；嗡嗡声；执达员（等于bumbailiff） vi.流浪；靠乞讨过活；发嗡嗡声 vt.
乞讨；闲荡 adj.无价值的；劣质的；很不愉快的

122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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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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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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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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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126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127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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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ha 1 [tʃɑ:] n.（英俚）茶 n.(Cha)人名；(柬)乍；(中)查(普通话·威妥玛)

130 classical 1 ['klæsikəl] adj.古典的；经典的；传统的；第一流的 n.古典音乐

131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32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33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34 commanded 1 英 [kə'mɑːnd] 美 [kə'mænd] n. 命令；指挥；掌握；[计算机] DOS命令 : 引用辅助命令处理器 v. 命令；指挥；掌握；
博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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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37 competitions 1 竞赛

138 concerts 1 英 ['kɒnsət] 美 ['kɑːnsərt] n. 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 协定；协同安排 vi. 合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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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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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42 dancers 1 ['dɑːnsəz] 楼梯

143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144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45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146 disadvantages 1 英 [ˌdɪsəd'vɑːntɪdʒ] 美 [ˌdɪsəd'væntɪdʒ] n. 不利；不利条件；损害；损失

147 duk 1 杜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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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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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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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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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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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xception 1 [ik'sepʃən] n.例外；异议

155 exempt 1 [ig'zempt] vt.免除；豁免 adj.被免除的；被豁免的 n.免税者；被免除义务者

156 exempts 1 [ɪɡ'zempt] adj. 免除的 vt. 免除 n. 免税者；被免除义务者

15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58 explosive 1 [ik'spləusiv] adj.爆炸的；爆炸性的；爆发性的 n.炸药；爆炸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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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f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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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62 finishing 1 ['finiʃiŋ] adj.最后的；终点的 n.完成，结束；最后的修整 v.完成（finish的ing形式）

163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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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66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67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68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69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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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172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173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74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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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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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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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ong 1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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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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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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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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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4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85 Jong 1 [jɔŋ] n.小伙子；（旧时的）青年男奴 n.(J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永；(德、荷)容

186 Jung 1 n.荣格（姓氏）

187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88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189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90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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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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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94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95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96 mandy 1 ['mændi] n.曼蒂（女子名）；镇静片（等于Mandrax）

197 marching 1 [mɑ tːʃɪŋ] n. 行进；游行 动词mar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8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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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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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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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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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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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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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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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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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1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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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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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1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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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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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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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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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21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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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224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2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6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227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8 practicing 1 ['præktisiŋ] adj.在工作的，开业的 v.练习（practice的ing形式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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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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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233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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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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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3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38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39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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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42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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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44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45 shave 1 vi.剃须，剃毛 vt.剃，削去；修剪；切成薄片；掠 n.刮脸，剃胡子；修面；<口>侥幸逃过，幸免；剃刀，刮刀

246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247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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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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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51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52 skinny 1 ['skini] n.机密情报；内部消息；小道消息 adj.皮的；皮包骨的；紧身的；小气的 n.(Skinny)人名；(纳米)斯金尼

253 snowy 1 ['snəui] adj.下雪的，多雪的；被雪覆盖的；洁白无瑕的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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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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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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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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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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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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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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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62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63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6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65 sup 1 [sʌp] vt.招待…吃晚饭；呷，啜 vi.啜饮；吃晚饭 n.一口，少量 n.(Sup)人名；(捷)苏普

266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6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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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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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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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73 throwing 1 英 ['θrəʊɪŋ] 美 ['θroʊɪŋ] n.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4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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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imer 1 ['taimə] n.[电子]定时器；计时器；计时员，记时员；跑表；延时调节器

277 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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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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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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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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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unfairness 1 [ʌn'fɛənis] n.不公平，不公正；不正当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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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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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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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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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292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9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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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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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oo 1 [wu:] vt.追求；招致；向…求爱；恳求 vi.求爱；恳求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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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99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0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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