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27 [As It Is] Dallas Becoming a Center for South Asians in
America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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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quire 1 [ə'kwaiə] vt.获得；取得；学到；捕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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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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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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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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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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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1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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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8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19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0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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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a 6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2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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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5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6 Asian 3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27 asians 3 n. 亚洲人（Asian的复数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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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0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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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tending 2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32 azfar 1 阿兹法尔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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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3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6 bat 1 [bæt] n.蝙蝠；球棒；球拍；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.用球棒击球；击球率达… vi.轮到击球；用球棒击球 n.(Bat)人名；(蒙、
英)巴特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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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39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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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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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德

42 born 2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4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4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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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47 bureau 2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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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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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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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2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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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ttle 2 ['kætl] n.牛；牲畜（骂人的话）；家畜；无价值的人 n.(Cattle)人名；(意)卡特莱

55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56 census 2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
57 ce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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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59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0 Chicago 2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61 chicken 1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6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3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64 christians 1 克里斯蒂安斯；Christian的复数形式，基督徒

65 churches 2 英 [tʃɜ tːʃ] 美 [tʃɜ rːtʃ] n. 礼拜仪式；教堂；基督教徒 adj. 教堂的 v. 把 ...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

66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7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8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69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70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71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2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7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74 cowboys 1 ['kaʊbɔɪz] 牛仔

75 cricket 7 ['krikit] n.板球，板球运动；蟋蟀

76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77 Dallas 8 ['dæləs] n.达拉斯（美国城市）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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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esign 2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80 detail 1 ['di:teil, di'teil] n.细节，详情 vt.详述；选派 vi.画详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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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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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84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85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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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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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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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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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9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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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9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94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5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96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97 fairs 1 n. 商品展览会；定期集市 名词fair的复数形式. abbr. 联邦航空情报检察系统(=Federal Avi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)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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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00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01 festival 1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102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03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04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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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7 foods 1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108 football 2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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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11 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
112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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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risco 9 ['friskəu] n.弗里斯科（美国西部城市，等于SanFrancisco）

115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6 game 6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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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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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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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one 2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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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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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26 growth 3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27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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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29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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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30 hanuman 3 ['hɑ:numɑ:n] n.长尾猴（一种动物，产于南亚）；哈努曼（印度神话中的猴神）

131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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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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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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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5 hectare 1 ['hektɑ:] n.公顷（等于1万平方米）

136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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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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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39 Hindi 1 ['hindi:] n.北印度语 adj.北印度的

140 Hindu 7 ['hindu:; 'hin'du:] adj.印度教的；印度的 n.印度人；印度教教徒

141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2 holi 2 ['həuli] n.胡里节（印度节日）

143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44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145 horses 1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46 hosting 1 英 ['həʊstɪŋ] 美 ['hoʊstɪŋ] n. 群众或部队的集合；作战 动词h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7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48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149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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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2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53 immigrants 2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54 impressive 1 [im'presiv] adj.感人的；令人钦佩的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

155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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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6 incoming 1 adj.进来的，到来的；即将就任的 n.进入；到来；常作incomings收入，收益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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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ndia 4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59 India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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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Indianize 2 ['indiənaiz] vt.使印度化

161 Indians 1 n. 印度人

162 influence 2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6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4 Irving 1 ['ə:viŋ] n.欧文（男子名，涵义为海的朋友）；欧文（美国作家）

165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6 Islamic 2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167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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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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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71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72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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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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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alyan 1 卡利安

175 karya 1 [地名] [希腊] 卡里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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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78 lamb 1 [læm] n.羔羊，小羊；羔羊肉 vt.生小羊，产羔羊 vi.生小羊，产羔羊 n.(Lamb)人名；(英)兰姆；(德)兰布

179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80 larg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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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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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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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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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laxmi 1 拉克西米

186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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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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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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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91 l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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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93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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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nsion 2 ['mænʃən] n.大厦；宅邸 n.(Mans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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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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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7 meter 2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198 Metro 1 ['metrəu] 麦德龙

199 metropolitan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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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201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0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0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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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sque 1 [mɔsk] n.清真寺

20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6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07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08 nationalists 1 ['næʃnəlɪsts] 民族主义者

209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0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11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1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13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214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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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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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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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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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221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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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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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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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rganizes 1 英 ['ɔː ɡənaɪz] 美 ['ɔː rɡənaɪz] v. 组织；安排；筹办

226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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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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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akistan 1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23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31 paneer 1 ['pænjə] n.印度奶酪

232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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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ercentage 2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235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36 persons 1 ['pɜːsnz] n.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.

237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38 place 3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3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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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42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43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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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owders 1 n.[材]粉末；[药]散剂（powder的复数） v.磨成粉；洒粉于（powder的三单形式）

246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247 prayers 1 ['preɪəz] n. 祈祷；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.

24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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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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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52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253 purchase 1 ['pə:tʃəs] n.购买；紧握；起重装置 vt.购买；赢得 vi.购买东西

254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55 raised 2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56 ranch 1 [rɑ:ntʃ, ræntʃ] n.大农场；大牧场 vi.经营牧场；在牧场工作 vt.经营牧场；在牧场饲养…

257 ranches 1 英 [rɑːntʃ] 美 [ræntʃ] n. 牧场

258 r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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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0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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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remembers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262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263 remotely 2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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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66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67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68 Saeed 3 赛义德

269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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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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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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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chneider 1 ['ʃnaidə] n.西装店；裁缝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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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core 1 [skɔ:] n.分数；二十；配乐；刻痕 vt.获得；评价；划线，刻划；把…记下 vi.得分；记分；刻痕 n.(Score)人名；(英)斯科
尔

275 Seattle 1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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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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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9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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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1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282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83 siddhi 1 ['sidi:] n.神功（通过超脱静坐等而获得，如洞晓他人心思的能力或隐身能力） n.(Siddhi)人名；(泰)西提

28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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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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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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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90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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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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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quare 2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294 Sri 1 [sri] n.斯里兰卡（SriLanka）；（拉）神圣罗马帝国（SacrumRomanumImperium） n.(Sri)人名；(印、柬、印尼、阿拉伯、马
来)斯里；(泰、老)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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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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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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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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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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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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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uburb 2 ['sʌbə:b] n.郊区；边缘

303 suburbs 3 ['sʌbɜːb] n. 郊外 名词suburb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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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06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307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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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09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10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311 taco 1 ['tɑ:kəu] n.墨西哥煎玉米卷；墨西哥人 n.(Taco)人名；(葡)塔科

312 tacos 1 n.炸玉米饼（taco的复数）

313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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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4 Tamil 1 ['tæmil; 'tʌ-] n.泰米尔语；泰米尔人 adj.坦米尔语的；泰米尔人的

315 tandoori 1 [,tæn'duəri] n.唐杜里烹饪法；泥炉炭火烹饪法 adj.用唐杜里烹饪法烧的；泥炉炭火烹饪法的

316 tang 1 [tæŋ] n.特性；强烈的味道；柄脚 vt.使声尖锐；装刀柄于 vi.发出铿锵声；发出当的一声 n.(Tang)人名；(柬、缅)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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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19 telegu 1 ['teləgu:] n.特拉古语；说特拉古方言的印度德拉威族人 adj.特拉古语的（等于Telugu）

320 temple 9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
321 temples 1 ['templz] n. 寺庙 名词temple的复数形式.

322 terry 1 ['teri] n.厚绒布；毛毛圈 adj.起毛毛圈的 n.(Terry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法、塞)特里

323 texans 1 n.德克萨斯人（Texan的复数形式）; 德州人队（足球队名）

324 texas 5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25 thakker 2 塔克尔

326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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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that 6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328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9 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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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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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4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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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36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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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ikka 2 vt.切成小块 n.碎块 n.(Tikka)人名；(芬、巴基)蒂卡

339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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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341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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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2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4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44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45 towns 1 n. 汤斯

346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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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treasurer 1 ['treʒərə, 'trei-] n.会计；司库；财务主管；出纳员

348 trustee 1 [,trʌs'ti:] n.受托人；托管人 vt.移交（财产或管理权）给受托人

34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50 tummala 2 图马拉

35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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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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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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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visas 1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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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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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1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62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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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64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5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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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8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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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71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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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3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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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4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7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7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77 worshipper 1 英 ['wɜ ʃːɪpə(r)] 美 ['wɜ rːʃɪpər] 礼拜者

378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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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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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82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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