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6-17 [Education Report] Biden Administration Cancels
Student Loans for Cheated Borrowe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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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4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5 action 4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6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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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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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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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2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3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4 alex 1 ['æliks] n.亚历克斯（男子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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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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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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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4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5 approvals 1 n.赞许；赞成; 批准（ approval的名词复数 ）; [复数][商业]包退换商品

26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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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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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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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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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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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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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ttend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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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utomatically 2 [,ɔ:tə'mætikəli] adv.自动地；机械地；无意识地 adj.不经思索的

36 Barack 1 n.贝拉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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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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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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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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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tsy 1 ['betsi] n.手枪；火器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3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44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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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inkley 1 n. 宾克利

47 borrower 2 ['bɔrəuə] n.剽窃者，借用人

48 borrowers 6 ['bɒrəʊəz] 借款人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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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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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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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3 campu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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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mpuses 1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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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ncel 1 vt.取消；删去 vi.取消；相互抵消 vi.取消，撤销 n.取消，撤销 n.(Cancel)人名；(法)康塞尔

57 cancellation 1 ['kænsə'leiʃən] n.取消；删除

58 cancelled 2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9 cancelling 4 ['kænsəliŋ] n.取消；消除 v.取消；消除（cancel的ing形式）

60 cancels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61 cardona 4 n. 卡多纳

62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63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64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65 cheat 1 [tʃi:t] vt.欺骗；骗取 vi.欺骗；作弊 n.欺骗，作弊；骗子

66 cheated 1 [tʃiː t] vt. 欺骗；骗取 vi. 作弊；行骗 n. 骗子；欺骗

67 claims 9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68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9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70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71 college 4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72 colleges 7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73 Collin 1 n. 科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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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76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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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rinthian 2 [kə'rinθiən] adj.科林斯的；科林斯人的；科林斯柱式的 n.科林斯式；科林斯人；花花公子；业余运动家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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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untless 1 ['kauntlis] adj.无数的；数不尽的

81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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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redits 3 [k'redɪts] 演职员名单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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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efense 3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85 defraud 1 [di'frɔ:d] vt.欺骗 vi.进行诈骗（过去式defrauded，过去分词defrauded，现在分词defrauding，第三人称单数defrauds，名
词defraudation）

86 defrauded 1 [dɪ'frɔː d] v. 诈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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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epartment 8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88 departments 1 [dɪ'pɑ tːmənts] 政府部门

89 deserve 1 [di'zə:v] vi.应受，应得 vt.应受，应得

90 devos 1 n. 德沃斯

9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2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93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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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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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97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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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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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ducation 9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1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0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3 elson 1 n. 埃尔森

104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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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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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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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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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11 Fede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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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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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14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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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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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orgiven 1 [fə'givn] vt.原谅（forgive的过去分词）

118 forgiveness 3 [fə'givnis] n.宽恕；宽仁之心

119 form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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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21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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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24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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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27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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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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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raduates 2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13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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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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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33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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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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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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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arings 1 n.听力( hearing的名词复数 ); 听觉; 听力所及的距离; 听证会

137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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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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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41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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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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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4 institute 3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45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6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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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8 ITT 7 abbr.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(=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) abbr. 输入电传打字机 (=Incoming Teletype)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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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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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53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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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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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ied 2 [li:t] n.德国抒情歌曲，浪漫曲 v.撒谎（lie的过去式） n.(Lied)人名；(德、挪)利德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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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loan 4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159 loans 12 ['ləʊnz] 贷款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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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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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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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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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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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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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167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168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69 misleading 1 [,mis'li:diŋ] adj.令人误解的；引入歧途的 v.给…带错路；把…引入歧途（mislead的ing形式）

170 misled 1 [mis'led] v.把…带错方向（mislead的过去式）

171 misrepresentation 1 ['mis,reprizen'teiʃən] n.歪曲；误传

17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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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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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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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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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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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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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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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bama 2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18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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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85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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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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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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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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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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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2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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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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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96 partially 1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
197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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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0 placement 1 ['pleismənt] n.布置；定位球；人员配置

201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3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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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6 profit 4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07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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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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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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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11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12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213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14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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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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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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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relief 2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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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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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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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u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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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ules 2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5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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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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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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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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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3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32 shand 1 n. 尚德

233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34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35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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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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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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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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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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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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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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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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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tudents 15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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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25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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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53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54 technical 3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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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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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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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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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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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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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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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thousands 4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65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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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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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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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8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6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70 transfer 2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271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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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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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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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us 1 pron.我们

278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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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80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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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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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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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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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waiting 2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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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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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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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90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1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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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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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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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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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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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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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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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