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05 [As It Is] US Withdraws from Paris Agreement Aiming to
Limit Climate 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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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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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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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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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reement 5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7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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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f 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 Paris 5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1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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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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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ccord 4 [ə'kɔ:d] n.符合；一致；协议；自愿 vt.使一致；给予 vi.符合；一致

14 gases 4 ['ɡæsɪz] n. 气体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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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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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rum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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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9 Celsius 3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20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1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2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23 degrees 3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24 greenhouse 3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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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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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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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9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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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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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emperature 3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3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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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5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3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7 atmosphere 2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38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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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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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42 eu 2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43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44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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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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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ideally 2 [ai'diəli] adv.理想地；观念上地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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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50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51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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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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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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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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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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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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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58 ris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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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seibert 2 n. 塞伯特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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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targets 2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62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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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65 us 2 pron.我们

6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7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8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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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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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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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73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74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75 aiming 1 ['eɪmɪŋ] n. 瞄准；目的；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6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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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7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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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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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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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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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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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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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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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6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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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88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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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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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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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93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94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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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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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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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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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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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mit 1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103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104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05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106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07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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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10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11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112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113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1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15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16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117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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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20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121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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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24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25 Fede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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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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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27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28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29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30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31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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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34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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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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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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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40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4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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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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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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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46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147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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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4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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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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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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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55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56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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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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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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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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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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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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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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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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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pponent 1 [ə'pəunənt] n.对手；反对者；敌手 adj.对立的；敌对的

170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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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172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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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ollutants 1 [pə'lu tːənts] 污染物质

175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76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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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79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180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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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umping 1 ['pʌmpiŋ] n.[机]抽吸；脉动；抽气效应 v.抽水（pump的ing形式）

183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4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185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18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87 regrettable 1 [ri'gretəbl] adj.令人遗憾的；可惜的；可悲的；抱歉的

188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189 rejoin 1 [,ri:'dʒɔin, ri-] vi.答辩；回答；重新聚合 vt.再加入；使…再结合；再回答

190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191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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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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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94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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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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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98 revolution 1 [,revə'lu:ʃən] n.革命；旋转；运行；循环

199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00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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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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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05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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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08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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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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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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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14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21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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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rapping 1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
218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219 truthfully 1 ['tru:θfəli] adv.诚实地；深信不疑地

22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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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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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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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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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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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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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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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4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
235 withdrawing 1 [wið'drɔiŋ] v.取出；拆下；后退；回收（withdraw的现在分词）

236 withdraws 1 [wɪð'drɔː ] vt. 撤回；取回；撤退；提款 vi. 撤退；退缩；走开

237 withdrew 1 [wið'dru, wið'dru:, wiθ-] v.收回（withdraw的过去式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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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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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241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4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4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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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