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25 [Education Report] Indian Students Gain Presence in US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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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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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dents 24 [st'juːdnts] 学生

5 and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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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for 1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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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 Indian 1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12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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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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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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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ndia 8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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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8 com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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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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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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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undaram 7 孙达拉姆

22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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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est 6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24 international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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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Koh 6 [kəu] n.鸟叫声 n.(Koh)人名；(泰)谷；(塞)科赫；(柬)戈；(朝)高

26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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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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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education 5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31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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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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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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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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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university 5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6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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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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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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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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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gree 4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41 getting 4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42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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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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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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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leve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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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7 Michigan 4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48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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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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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cholarship 4 ['skɔləʃip] n.奖学金；学识，学问

5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2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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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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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advanced 3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55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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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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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0 dollar 3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61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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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xperience 3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63 gore 3 [gɔ:] vt.刺伤；缝以补裆；顶 n.淤血；三角形布；流出的血 n.(Gore)人名；(英、法)戈尔；(德、西、罗、塞)戈雷

64 help 3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65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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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68 looking 3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69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70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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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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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74 reasons 3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75 recent 3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76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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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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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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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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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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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tud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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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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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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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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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6 tuition 3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87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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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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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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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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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go 2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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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9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9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97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98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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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01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02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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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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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06 doors 2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07 dropped 2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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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nticing 2 [in'taisiŋ] adj.迷人的；引诱的 v.引诱；诱骗（entice的ing形式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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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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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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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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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15 gain 2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16 gap 2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117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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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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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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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kartik 2 ['kɑ:tik] n.（印度历中的）8月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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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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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25 mallika 2 马利克

126 master 2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127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28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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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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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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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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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rupees 2 n. 卢比（rupee复数）

133 scope 2 [skəup] n.范围；余地；视野；眼界；导弹射程 vt.审视

134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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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37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38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139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40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141 Syracuse 2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142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43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44 thinking 2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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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47 undergraduate 2 [,ʌndə'grædjuət] n.大学生；大学肄业生 adj.大学生的

148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149 us 2 pron.我们

15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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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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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
155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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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58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159 advisors 1 n. 顾问，指导教授，劝告者（adviso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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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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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Alle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163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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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
166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67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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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169 assistants 1 [ə'sɪstənts] n. 助手；助理；[医]助剂 名词assistant的复数.

170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71 attracted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172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173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7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75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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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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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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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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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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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8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85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86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87 cardinal 1 n.红衣主教；枢机主教；鲜红色；【鸟类】(北美)主红雀 adj.主要的，基本的；深红色的

188 charities 1 ['tʃærəti] n. 慈善；宽厚；慈善机关(团体)；仁慈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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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191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92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9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94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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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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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98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99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20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201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20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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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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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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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dehli 1 德利

207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208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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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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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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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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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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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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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217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218 echelon 1 ['eʃəlɔn] n.梯形；梯次编队；梯阵；阶层 vi.形成梯队 vt.排成梯队

219 echelons 1 英 ['eʃəlɒn] 美 ['eʃəlɑːn] n. 职权的等级；阶层；梯队；梯次编队 v. 排成梯形

22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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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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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224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25 explores 1 英 [ɪk'splɔː (r)] 美 [ɪk'splɔː 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
226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227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228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229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230 foreigners 1 英 ['fɒrənəz] 美 ['fɔ:rənəz] n. 外籍人员（名词foreigner的复数形式）

231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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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enius 1 n.天才，天赋；精神 n.（Genius）妙选

23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23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3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37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38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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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grades 1 [ɡ'reɪdz] n. （评分）等级；技巧水平；阶段（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） v. 分级；评分；渐次变化（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40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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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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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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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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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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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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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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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Indians 1 n. 印度人

25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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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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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ately 1 ['leitli] adv.近来，不久前

254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255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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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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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8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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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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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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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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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265 Mumbai 1 [mʌm'bai] n.孟买（印度城市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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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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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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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70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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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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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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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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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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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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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81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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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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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8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86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87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88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89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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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promote 1 [prəu'məut] vt.促进；提升；推销；发扬 vi.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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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une 1 n.普纳（印度西部城市）

293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94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29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96 reductions 1 n.减少(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降低; [数学]约简; [摄影术]减薄

29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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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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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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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303 rupee 1 [ru:'pi:, 'ru:pi:] n.卢比（货币）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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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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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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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cholarships 1 奖学金

308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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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11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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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31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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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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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kyrocketed 1 英 ['skaɪrɒkɪt] 美 ['skaɪrɑːkɪt] n. 冲天火箭（烟火） vt. 使 ... 上升； 发射 vi. 陡升； 猛涨

319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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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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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22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32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24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25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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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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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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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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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3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31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32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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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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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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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37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8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39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40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34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2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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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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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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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user 1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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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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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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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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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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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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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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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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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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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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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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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61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62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6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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