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1 [As It Is] China's Reopening Causes Student Housing
Crisis in Australi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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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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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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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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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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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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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students 8 [st'juːdnts] 学生

12 Australia 7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3 Chinese 7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4 hous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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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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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university 7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7 china 6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8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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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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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student 6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1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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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3 apartment 4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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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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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uilding 4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7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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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mpus 4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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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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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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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3 buildings 3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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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difficult 3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36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37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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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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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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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l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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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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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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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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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real 3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尔

45 rent 3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
46 rented 3 ['rentid] adj.租用的 v.租用；撕裂（rent的过去分词）

47 rooms 3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48 rule 3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9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0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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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3 zhang 3 n. 张(中国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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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agent 2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56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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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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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9 bedroom 2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
60 beds 2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61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2 bid 2 [bid] vt.投标；出价；表示；吩咐 vi.投标；吩咐 n.出价；叫牌；努力争取 n.(Bid)人名；(俄)比德

63 b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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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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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6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7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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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ormitory 2 ['dɔ:mitəri] n.宿舍，学生宿舍 adj.住宅区的

70 du 2 n.二重唱；双人组合

71 earns 2 英 [ɜːn] 美 [ɜ rːn] vt. 赚得；赢得；获得

72 enrolled 2 [en'rəʊld] adj. 登记的 动词enroll的过去式过去分词.

73 estate 2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74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5 film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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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77 foreign 2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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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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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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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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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以)莫雷

83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8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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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a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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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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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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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90 property 2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91 reopening 2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92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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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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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tarts 2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95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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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ydney 2 ['sidni] n.悉尼（澳大利亚港市）

98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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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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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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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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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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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viewing 2 ['vju:iŋ] adj.可见的 v.观察；查看（view的ing形式）

104 Wales 2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
10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6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107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08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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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0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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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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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14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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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17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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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0 amp 1 [æmp] abbr.放大器（amplifier）；安培（ampere，电流强度的单位） n.电吉他

12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2 apartments 1 公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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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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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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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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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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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balconies 1 ['bælkəni] n. 阳台；楼座；包厢

129 balcony 1 ['bælkəni] n.阳台；包厢；戏院楼厅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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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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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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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135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36 brad 1 [bræd] n.[建]曲头钉；角钉 vt.用无头钉固定 n.(Brad)人名；(英、罗)布拉德

137 Brisbane 1 ['brizbən] n.布里斯班（澳大利亚东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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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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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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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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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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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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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47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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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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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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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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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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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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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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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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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158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9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60 educating 1 ['edʒukeɪt] v. 教育；培养；训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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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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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nroll 1 [in'rəul] vt.登记；使加入；把...记入名册；使入伍 vi.参加；登记；注册；记入名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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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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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69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7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71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7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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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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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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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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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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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79 genuine 1 ['dʒenjuin] adj.真实的，真正的；诚恳的

180 genuinely 1 ['dʒenjuinli] adv.真诚地；诚实地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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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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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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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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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hotels 1 霍特尔斯

186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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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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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89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9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91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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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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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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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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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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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99 Liu 1 n.刘（中国姓氏）；线路接口单元 n.(Liu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(罗)利乌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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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02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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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05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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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20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08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209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210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211 mas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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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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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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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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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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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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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20 negotiated 1 英 [nɪ'ɡəʊʃieɪt] 美 [nɪ'ɡoʊʃieɪt] vi. 谈判；协商；交涉 vt. 谈判达成；成功越过；议价出售

221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22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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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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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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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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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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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229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30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3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32 panic 1 ['pænik] n.恐慌，惊慌；大恐慌 adj.恐慌的；没有理由的 vt.使恐慌 vi.十分惊慌 n.(Panic)人名；(罗)帕尼克

233 panicked 1 v.使恐慌（panic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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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articipant 1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236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37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3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39 perio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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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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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242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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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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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6 properties 1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247 providers 1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248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249 railing 1 ['reiliŋ] n.栏杆；扶手 n.(Railing)人名；(英)雷林

250 raised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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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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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3 rental 1 ['rentəl] n.租金收入，租金；租赁 adj.租赁的；收取租金的

25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56 reserved 1 adj.保留的，预订的；缄默的，冷淡的，高冷的；包租的

257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5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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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60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61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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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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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65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266 semester 1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
26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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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handong 1 ['ʃæn'duŋ] n.山东省（中国东部沿海省份）

270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71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72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73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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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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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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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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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9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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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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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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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284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285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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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ublet 1 ['sʌblit, ,sʌb'let] n.转租的房屋 vt.转租，转包给 n.(Sublet)人名；(法)叙布莱

287 subletting 1 [sʌb'letɪŋ] n. 分包；分租；转租 动词subl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8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289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9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91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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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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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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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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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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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9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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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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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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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2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303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304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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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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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309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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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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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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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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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illiams 1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31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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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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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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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zoey 1 n. 佐伊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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