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4-07 [As It Is] North Korea Withdraws From the Tokyo
Olympic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north 14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 Korea 13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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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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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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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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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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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games 6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2 olympics 6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13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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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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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 athletes 4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18 decision 4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9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 Korean 4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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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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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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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tend 3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25 b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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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7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28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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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international 3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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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3 Tokyo 3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3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6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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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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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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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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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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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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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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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4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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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46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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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Kim 2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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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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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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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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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53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4 reconsider 2 [,ri:kən'sidə] vt.重新考虑；重新审议 vi.重新考虑

55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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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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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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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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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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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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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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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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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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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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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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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7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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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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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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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5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76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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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79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80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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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82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83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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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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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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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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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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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91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
92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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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9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96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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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99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0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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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03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04 diplomats 1 ['dɪpləmæts] 外交官；有外交手腕的人

105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06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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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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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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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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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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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1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15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11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17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18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19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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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
122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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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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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125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126 gallo 1 [gæləu] adj.法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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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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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3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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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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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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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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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137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38 Jong 1 [jɔŋ] n.小伙子；（旧时的）青年男奴 n.(J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永；(德、荷)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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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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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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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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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4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7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4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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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151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52 marched 1 英 [mɑ tːʃ] 美 [mɑ rːtʃ] n. 行军；行进；游行示威；稳步前进；进行曲 v. 行进；前进；进发；使同行；游行示威 March n.
三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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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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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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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57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58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59 missiles 1 ['mɪsaɪlz] 导弹

160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61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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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64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65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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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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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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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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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1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172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73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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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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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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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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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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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3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184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85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86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18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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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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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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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193 renew 1 vt.使更新；续借；续费；复兴；重申 vi.更新；重新开始

194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195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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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7 restarted 1 英 [ˌriː 'stɑ tː] 美 [ˌriː 'stɑ rː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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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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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201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02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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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05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06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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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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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11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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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3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4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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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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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18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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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21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222 symbolize 1 ['simbəlaiz] vt.象征；用符号表现 vi.采用象征；使用符号；作为…的象征

223 symbolized 1 ['sɪmbəlaɪz] v. 象征；用记号表现

22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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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27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28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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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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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2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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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rum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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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weet 1 n.小鸟叫声；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；推特 vi.吱吱地叫；啾鸣

236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237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38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39 us 1 pron.我们

24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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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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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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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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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24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7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
248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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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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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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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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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