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2-08 [As It Is] Six Countries Added to Visa Restrictions List
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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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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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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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7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8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 administration 3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0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11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2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13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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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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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1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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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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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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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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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27 bahar 2 巴哈尔

28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9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30 barred 1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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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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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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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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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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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lindsided 1 [b'laɪndsaɪdɪd] v. 攻击无防备的一侧; 使不愉快地感到意外 adj. 钻进死胡同的；思想僵化的

38 boko 1 ['bəukəu] n.鼻子 n.(Boko)人名；(塞)博科



39 brookings 1 n. 布鲁金斯

40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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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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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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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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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47 cards 1 n.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.

48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49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0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51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52 citizens 4 ['sɪtɪzənz] 公民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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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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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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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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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6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1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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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64 dany 1 达尼

65 daughter 2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66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67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68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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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iaspora 2 n.离散的犹太人；犹太人的离散 n.（某一民族的）大移居

71 diplomat 1 ['dipləmæt] n.外交家，外交官；有外交手腕的人；处事圆滑机敏的人

72 displaced 1 [dis'pleist] adj.无家可归的；位移的；被取代的 n.无家可归者 v.取代（displace的过去分词）；移动…的位置；撤换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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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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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76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77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7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79 enables 1 [ɪ'neɪbl] vt. 使能够；使可能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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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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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ritrea 2 [,eri'triə] n.厄立特里亚国（东非国家）；厄立特里亚省（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）

83 essential 2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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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86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87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88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89 favoring 1 ['feivəriŋ] adj.顺利的；有帮助的 v.支持；喜欢（favor的ing形式）

90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91 fighters 1 歼击机

92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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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95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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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8 Geoffrey 1 ['dʒefri] n.杰弗里（男子名）

99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00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01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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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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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reen 3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04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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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uaranteed 1 ['gærən'tiː 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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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haram 1 ['hεərəm] n.女眷；闺房 n.(Haram)人名；(罗、瑞典)哈拉姆

109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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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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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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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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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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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15 holder 1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
116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17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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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usband 2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20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1 immigrant 5 ['imigrənt] adj.移民的；迁入的 n.移民，侨民

122 immigrate 1 ['imigreit] vi.移入 vt.使移居入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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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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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

12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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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8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29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130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31 Iran 1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132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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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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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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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37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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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40 Kyrgyzstan 2 [kiə'gizstən] n.吉尔吉斯斯坦（国名）

141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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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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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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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46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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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ibya 1 ['libiə] n.埃及以西的北非地方古名；利比亚

149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50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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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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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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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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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ogical 2 ['lɔdʒikəl] adj.合逻辑的，合理的；逻辑学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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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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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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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63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64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165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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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ilitant 1 adj.好战的 n.富有战斗性的人；好斗者；激进分子

168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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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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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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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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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yanmar 2 ['mjænmɑ: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175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76 necessary 2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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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9 Nigeria 4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80 Nigerian 2 [nai'dʒiəriən] n.尼日利亚人 adj.尼日利亚的；尼日利亚人的

181 nigerians 1 尼日利亚人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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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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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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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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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8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89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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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1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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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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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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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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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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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197 patsy 1 ['pætsi] n.懦夫（复数patsies）；容易受骗的人 n.(Patsy)人名；(英)帕齐(男子教名Patrick的昵称)

198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9 permanent 3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200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
201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02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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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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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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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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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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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8 pompeo 1 蓬佩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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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1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12 productive 1 [prəu'dʌktiv] adj.能生产的；生产的，生产性的；多产的；富有成效的

213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1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15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16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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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19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220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21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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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24 request 2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25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26 resident 2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227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228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29 restricting 2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
230 restrictions 6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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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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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34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35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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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7 screen 2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38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39 security 6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40 seeking 2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41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42 sensible 1 adj.明智的;通情达理的;合乎情理的;意识到的，能感觉到的; n.可感觉到的东西;敏感的人;

24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44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245 six 4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46 Somalia 1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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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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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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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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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pec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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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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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ponsor 1 ['spɔnsə] n.赞助者；主办者；保证人 vt.赞助；发起

254 sponsorship 1 ['spɔnsəʃip] n.赞助；发起；保证人的地位；教父母身份

255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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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57 State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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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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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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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261 suitable 1 ['sju:təbl] adj.适当的；相配的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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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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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alented 2 ['tæləntid] adj.有才能的；多才的

266 Tanzania 1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267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268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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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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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3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4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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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horoughly 1 ['θʌrəli, 'θə:rəu-] adv.彻底地，完全地

27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78 threats 2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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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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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1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282 travel 7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83 travelers 2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284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85 trump 2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8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8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8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289 united 6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9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1 unmarried 1 [,ʌn'mærid] adj.[法]未婚的；单身的；独身的 v.离婚（unmarry的过去分词）

29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

29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94 Venezuela 1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
295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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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et 2 [vet] vt.审查；诊疗 vi.作兽医；诊疗 n.兽医 n.(Vet)人名；(柬)韦；(罗)韦特

297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98 visa 5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299 visas 5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300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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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waiver 1 [weivə] n.弃权，放弃；弃权证书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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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5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0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07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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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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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1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312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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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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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olf 2 [wulf] n.狼；色狼；残忍贪婪之人 vt.大吃；狼吞虎咽地吃 n.(Wolf)人名；(以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德、匈、法、罗、荷、英)
沃尔夫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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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Yemen 1 ['jemən] n.也门（西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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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