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2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stly Housing Forces Some to
Live in Vehicl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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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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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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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people 1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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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eir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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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housing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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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national 9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4 Bozeman 8 n.(Bozeman)人名；(英)博兹曼

15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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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v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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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vehicles 7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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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 hole 6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尔

21 homelessness 6 ['həumlisnis] n.无家可归

22 Jackson 6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23 li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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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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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vehicle 6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26 hom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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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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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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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1 car 4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32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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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la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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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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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ark 4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36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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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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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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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yoming 4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40 affordable 3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
41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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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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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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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campground 3 ['kæmpgrəund] n.露营场所；野营地

47 camping 3 ['kæmpiŋ] n.露营；野营 v.露营；扎营；临时安顿（camp的ing形式）

4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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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urt 3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50 forest 3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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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53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54 Montana 3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55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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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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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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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59 Seattle 3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60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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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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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teton 3 ['ti:tɔn; -tən] n.提顿族人（美国印第安人）

63 type 3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64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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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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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69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70 apartment 2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71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72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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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75 becoming 2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7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77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8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79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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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81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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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developm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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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ignity 2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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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86 employers 2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87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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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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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grenier 2 n. 格雷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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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2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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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homeless 2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94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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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rdc 2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ouncil 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

96 impound 2 [im'paund] vt.没收；拘留；将…关在圈中

97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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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99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00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101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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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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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ots 2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104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05 metzger 2 n. 梅茨格

106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0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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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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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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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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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113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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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15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16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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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18 resolution 2 [,rezə'lu:ʃən, -,lju:-] n.[物]分辨率；决议；解决；决心

119 Robertson 2 ['rɔbətsn] n.罗伯森（姓氏）

120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21 staff 2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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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staying 2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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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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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supreme 2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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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towed 2 英 [təʊ] 美 [toʊ] v. 拖；拉；牵引 n. 拖；拽；拖绳

12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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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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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132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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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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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135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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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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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140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41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42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43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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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6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47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4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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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151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5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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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bedroom 1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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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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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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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Bridger 1 布里杰（男子名）

159 burnable 1 ['bə:nəbl] adj.可燃的；灼伤的；易燃的 n.可燃物；易燃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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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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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amper 1 ['kæmpə] n.露营者，野营者 n.(Camper)人名；(荷、英)坎珀

163 campers 1 n.露营者，野营者( camper的名词复数 ); （装有露营设备的）露营车

164 campfires 1 n.营火，篝火( campfire的名词复数 )

165 campgrounds 1 n.野营地，露营场所( campground的名词复数 )

16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7 canyon 1 ['kænjən] n.峡谷

168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69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170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171 chronicle 1 ['krɔnikl] n.编年史，年代记；记录 vt.记录；把…载入编年史

17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73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74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75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76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177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78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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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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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8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8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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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ustody 1 ['kʌstədi] n.保管；监护；拘留；抚养权

187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88 debts 1 ['dets] n.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.

189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90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91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92 dumped 1 ['dʌmpt] adj. 废弃的；弃扔的；堆的 动词du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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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95 enjoyment 1 [in'dʒɔimənt] n.享受；乐趣；享有

196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97 erica 1 ['εrikə] n.石南科灌木

19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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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01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20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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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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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06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20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8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09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210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211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12 gradua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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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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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15 habitat 1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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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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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19 heather 1 ['heðə] adj.杂色的；似石南的 n.石南属植物 n.(Heather)人名；(英)希瑟

220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21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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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24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25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26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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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229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3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31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32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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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35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236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37 justices 1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238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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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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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242 Linda 1 ['lində] n.琳达（女子名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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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45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6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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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49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250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
251 merigliano 1 梅里利亚诺

252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253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254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56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5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58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59 nora 1 ['nɔ:rə] n.诺拉（女子名）

260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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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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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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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nurses 1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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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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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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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arked 1 [pɑːkt] adj.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69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270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71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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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74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275 plot 1 [plɔt] n.情节；图；阴谋 vt.密谋；绘图；划分；标绘 vi.密谋；策划；绘制 n.(Plot)人名；(捷)普洛特；(法)普洛

276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77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78 priced 1 [praist] adj.[物价]附有定价的 v.给…定价（price的过去分词）

279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80 problematic 1 [,prɔblə'mætik] adj.问题的；有疑问的；不确定的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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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83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84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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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8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88 reasonably 1 ['ri:znəbli] adv.合理地；相当地；适度地

289 recreation 1 [,rekri'eiʃən, -kri:-] n.娱乐；消遣；休养

290 recreational 1 [,rekri'eiʃənəl, -kri:-] adj.娱乐的，消遣的；休养的

291 rented 1 ['rentid] adj.租用的 v.租用；撕裂（rent的过去分词）

29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9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94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95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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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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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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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300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301 rope 1 [rəup] n.绳，绳索 vt.捆，绑 vi.拧成绳状 n.(Rope)人名；(英)罗普；(芬)罗佩

302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303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04 RV 1 [,a: 'vi:] abbr.（设有床位、厨房等野营用的）娱乐车（RecreationalVehicle）；重返大气层飞行器（ReentryVehicle）；《圣
经》的修订本（RevisedVersion）

305 RVs 1 n. 重返大气层飞行器前锥体模拟器

306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307 seize 1 [si:z] vt.抓住；夺取；理解；逮捕 vi.抓住；利用；（机器）卡住

308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309 sentence 1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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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hand 1 n. 尚德

312 shelly 1 ['ʃeli] adj.多壳的；有壳的，壳一般的 n.(Shelly)人名；(英)谢利，谢莉(女名)；(英)谢利；(阿拉伯)谢利

313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14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315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16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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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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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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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21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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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2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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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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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9 tow 1 [təu] n.拖；麻的粗纤维；拖曳所用之绳 vt.拖；牵引；曳 vi.被拖带；拖行 n.(To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道

330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31 towns 1 n. 汤斯

332 trailer 1 ['treilə] n.拖车；[电视]预告片；追踪者 vi.乘拖车式活动房屋旅行 vt.用拖车载运

333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34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335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36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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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unconstitutionally 1 英 [ˌʌnˌkɒnstɪ'tju ʃːənl] 美 [ˌʌnkɑːnstə'tu ʃːənl] adj. 违反宪法的；非立宪的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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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unsafe 1 [ʌn'seɪf] adj. 不安全的；危险的；靠不住的

34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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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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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45 violation 1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
346 walks 1 ['wɔː ks] n. 脚步；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.

347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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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5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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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3 wilderness 1 ['wildənis] n.荒地；大量，茫茫一片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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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56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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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8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5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60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361 worthy 1 ['wə:ði] adj.值得的；有价值的；配得上的，相称的；可尊敬的；应…的 n.杰出人物；知名人士 n.(Worthy)人名；(英)沃
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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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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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Yellowstone 1 ['jeləustəun] n.黄石公园（美国）

366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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