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15 [Education Report] Rural South Korean Schools
Welcome Seoul Student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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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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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d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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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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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mo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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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tudents 12 [st'juːdnts] 学生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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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program 9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2 rural 9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13 Seoul 9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14 Korea 8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5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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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exchange 7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7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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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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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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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heontae 6 n. 朝鲜佛教

22 elementary 6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23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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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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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local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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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out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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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eas 5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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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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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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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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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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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hildren 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5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3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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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rice 4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8 schools 4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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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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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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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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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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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ho 3 abbr.首席人事官（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） n.(Cho)人名；(中)卓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越)给；(日)猪(姓)；(缅)丘

45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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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unty 3 ['kaunti] n.郡，县

48 extinction 3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49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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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locals 3 ['ləʊklz] n. 当地

51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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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3 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54 situation 3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5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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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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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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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9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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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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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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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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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65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66 attendance 2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67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68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69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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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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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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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73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74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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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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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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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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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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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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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83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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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86 intervention 2 [,intə'venʃən] n.介入；调停；妨碍

87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88 l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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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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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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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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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2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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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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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lim 2 abbr. 限制(=Limit) abbr. 潜象存储器(=Latent Image Memory)

95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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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97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威；
进行曲

98 moon 2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99 nationwide 2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100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01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02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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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04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05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06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07 southwestern 2 [,sauθ'westən] adj.西南部的；向西南的；来自西南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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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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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10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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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13 urbanization 2 [,ə:b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都市化；文雅化

114 village 2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115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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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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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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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120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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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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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23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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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125 accou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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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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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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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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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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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3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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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3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3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8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13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40 balanced 1 ['bælənst] adj.平衡的；和谐的；安定的 v.用天平称；保持稳定；使…相称（balance的过去分词）

141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142 basketball 1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14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4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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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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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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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149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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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52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53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154 brea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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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56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7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58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59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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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162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63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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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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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67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168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69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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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172 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173 countryside 1 ['kʌntri,said] n.农村，乡下；乡下的全体居民

174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75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176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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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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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80 depended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81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82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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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85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186 districts 1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187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8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89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90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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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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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194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195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196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97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98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9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200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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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203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20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205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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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208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209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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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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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12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213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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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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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217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218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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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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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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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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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225 gallo 1 [gæləu] adj.法国的

226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27 gong 1 [gɔŋ] n.锣；钟状物；奖章 vt.鸣锣传唤；鸣锣命令驾车者停驶 vi.鸣锣；发出铜锣般的声音 n.(Gong)人名；(德、缅)贡

228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229 grader 1 ['greidə] n.分级机；分类机；（美）（中小学的）…年级学生 n.(Grader)人名；(英)格雷德尔

23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3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3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3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34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3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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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7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38 healthier 1 ['helθiər] adj. 更健康的，更健壮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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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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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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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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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obbies 1 ['hɒbɪz] n. 业余爱好 名词hobby的复数形式.

246 hobby 1 ['hɔbi] n.嗜好；业余爱好 n.(Hobby)人名；(英)霍比

247 hometown 1 ['həum'taun] n.家乡；故乡

248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4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50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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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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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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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ui 1 ['hju:i] abbr.拟人化用户界面（HumanUserInterface） n.(Hui)人名；(中)惠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匈)胡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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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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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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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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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63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264 ju 1 abbr.六月（June）

265 jungle 1 ['dʒʌŋgl] n.丛林，密林；危险地带 adj.丛林的；蛮荒的

266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267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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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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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laughing 1 ['lɑ:fiŋ, 'læf-] adj.可笑的；高兴的；带笑的 n.笑；笑声 v.笑（laugh的ing形式）

272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73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74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5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276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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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79 loses 1 [luːz] vt. 丢失；失败；削减；丧生；看不到；亏损；迷失 vi. 失败；经受损失；走慢

280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281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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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284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28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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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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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na 1 [nɑ:; nə] abbr.国家科学院院士（Nationalacademician） n.(Na)人名；(中)那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纳(与后续部分连写)；(老、
喀)纳

289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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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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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no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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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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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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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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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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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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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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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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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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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overcrowded 1 [,əuvə'kraudid] adj.过度拥挤的 v.拥挤（over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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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07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308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309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310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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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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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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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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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317 principal 1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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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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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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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32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23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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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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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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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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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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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331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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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33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5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36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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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3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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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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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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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1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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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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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44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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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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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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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soccer 1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350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51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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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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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355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356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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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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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361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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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sung 1 [sʌŋ] v.唱歌（sing的过去分词） n.(Sung)人名；(中)宋(普通话·威妥玛)

364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65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36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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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69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70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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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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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75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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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78 towns 1 n. 汤斯

379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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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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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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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84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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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387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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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9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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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93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9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9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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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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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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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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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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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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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yoon 1 n. 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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