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30 [As It Is] Millions of US Renters Face Evic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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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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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ely 1 ['æktɪvli] adv. 积极地；活跃地；勤奋的

4 activists 2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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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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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8 affordable 2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
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0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1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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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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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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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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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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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sistance 3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21 association 3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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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4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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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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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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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0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1 Benson 2 ['bɛŋsn; 'bensn] n.班森（男子名）

32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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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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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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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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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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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ldwell 3 ['kɔ:ldwəl] n.考德威尔（姓氏）；考德威尔（地名）

38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39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40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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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42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3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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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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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hiala 3 基亚拉

47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8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9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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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2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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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5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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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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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59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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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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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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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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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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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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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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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68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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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1 evict 1 [i'vikt] vt.驱逐；逐出

72 evicted 2 [ɪ'vɪkt] v. 驱逐；依法收回

73 evicting 1 [ɪ'vɪkt] v. 驱逐；依法收回

74 eviction 4 [i'vikʃən] n.逐出；赶出；收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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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7 extension 1 [ik'stenʃən] n.延长；延期；扩大；伸展；电话分机

78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79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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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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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2 Federal 5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83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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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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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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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88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89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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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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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ina 1 ['dʒi:nə] 吉纳(女子名)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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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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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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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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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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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01 heartland 1 ['hɑ:tlænd] n.中心地带；心脏地区

102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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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e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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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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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omes 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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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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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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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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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0 income 3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11 independent 2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1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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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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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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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18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1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20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

121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22 Kansas 3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23 kathy 1 ['kæθi] n.凯西（女子名，等于Katherine）

124 KC 2 [ˌkeɪ'siː ] abbr. 千字符；千居里；千赫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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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andlord 1 ['lændlɔ:d] n.房东，老板；地主

127 landlords 4 ['lændlɔː dz] 中小地主

128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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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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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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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34 losses 2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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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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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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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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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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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42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4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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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illions 3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46 Missouri 5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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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49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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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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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2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53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15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55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6 negotiate 1 [ni'gəuʃieit, -si-] vt.谈判，商议；转让；越过 vi.谈判，交涉

15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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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0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61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

16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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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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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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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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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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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16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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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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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74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175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176 owns 2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77 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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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arent 2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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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aying 2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182 payments 3 ['peɪmənts] 支付

183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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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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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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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188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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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hillips 3 ['filips] n.飞利浦（电子产业集团）；菲利普斯（姓氏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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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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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recede 1 [pri:'si:d, pri-] vt.领先，在…之前；优于，高于 vi.领先，在前面

19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5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96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97 properties 3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198 property 4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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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01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02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203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

204 rent 8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
205 rental 3 ['rentəl] n.租金收入，租金；租赁 adj.租赁的；收取租金的

206 renter 6 ['rentə] n.承租人；佃户；房东；（英）影片出租商 n.(Renter)人名；(德)伦特

207 rents 1 [rent] n. 租金 v. 租用；出租 动词r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8 repay 1 [ri:'pei, ri-] vi.偿还；报答；报复 vt.回报；报复；付还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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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11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2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13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14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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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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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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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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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ing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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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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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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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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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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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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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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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26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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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ara 1 [tə'rɑ:] int.再会！ n.(Tara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罗、匈、印、刚(金)、纳米)塔拉

229 tenant 1 ['tenənt] n.承租人；房客；佃户；居住者 vt.租借（常用于被动语态） n.(Tenant)人名；(法)特南

230 tenants 3 ['tenənt] n. 房客；佃户；承租人；<律>占用者 vt. 租赁；租借

231 TENS 1 十位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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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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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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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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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8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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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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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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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44 tiana 1 n. 蒂安娜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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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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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49 tracey 1 n. 特雷西; 特蕾西

250 treatment 2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51 unemployed 4 [,ʌnim'plɔid] adj.失业的；未被利用的

252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253 unpaid 1 [,ʌn'peid] adj.未付款的；[税收]未缴纳的；无报酬的

25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55 us 1 pron.我们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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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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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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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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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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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64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5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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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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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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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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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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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27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