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6 [As It Is] Salvadorans Concerned about President's Plan
to Use Bitcoi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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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bitcoin 19 点对点（peer-to-peer）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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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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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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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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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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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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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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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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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oney 8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 Salvador 8 ['sælvədɔ:] n.萨尔瓦多（巴西东部港市）

17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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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know 7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9 law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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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 us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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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d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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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 EL 6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2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b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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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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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urrency 5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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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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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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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2 cryptocurrency 4 英[krɪptəʊkʌrənsi] 美[krɪptoʊkɜ rːənsi] 加密货币

33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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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5 market 4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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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plan 4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38 Salvadoran 4 [,sælvə'dɔ:rən] adj.萨尔瓦多的；萨尔瓦多人的 n.萨尔瓦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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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us 4 pron.我们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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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42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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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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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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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central 3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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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igital 3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4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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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50 hanke 3 n. 汉克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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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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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54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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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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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ellers 3 n. 塞勒斯

57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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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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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understand 3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60 using 3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1 value 3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62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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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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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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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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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rbitrary 2 ['ɑ:bitrəri] adj.[数]任意的；武断的；专制的

69 bank 2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7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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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enefits 2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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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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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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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rrupt 2 [kə'rʌpt] adj.腐败的，贪污的；堕落的 vt.使腐烂；使堕落，使恶化 vi.堕落，腐化；腐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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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redit 2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
80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81 dollar 2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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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83 extra 2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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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goods 2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86 haven 2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87 inconceivable 2 [,inkən'si:vəbl] adj.不可思议的；难以置信的；不能想象的；非凡的

88 inflation 2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89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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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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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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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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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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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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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9 permit 2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00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01 protestor 2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
102 rating 2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
103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0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05 roxy 2 ['rɔksi] adj.罗克西影院联号的 n.罗克西（品牌名）

106 San 2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107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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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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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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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supported 2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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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ransparency 2 [træns'pærənsi, -'pεə-, trænz-, trɑ:n-] n.透明，透明度；幻灯片；有图案的玻璃

11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14 unstable 2 [,ʌn'steibl] adj.不稳定的；动荡的；易变的

115 user 2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11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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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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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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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1 worries 2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12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3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2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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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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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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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0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31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32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33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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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136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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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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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40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41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4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43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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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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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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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48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9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150 claudia 1 ['klɔ:diə] n.克劳迪娅（女子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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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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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54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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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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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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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60 decentralized 1 [ˌdiː 'sentrəlaɪzd] adj. 分散的 动词de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1 defended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162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63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6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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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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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economist 1 [i'kɔnəmist] n.经济学者；节俭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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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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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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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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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3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74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7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76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77 exchanged 1 [ɪks'tʃeɪndʒ] v. 交换；兑换 n. 交换；交易所；兑换；交战

178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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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xtends 1 [ɪk'stend] v. 延伸；延长；伸展；扩展；提供；使竭尽全力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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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84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185 fatf 1 abbr.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（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）

186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87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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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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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91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9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93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94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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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governmental 1 [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的；政治的；统治上的

197 guardado 1 瓜尔达多

198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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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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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202 hern 1 [hə:n] n.苍鹭；青鹭 n.(Hern)人名；(英)赫恩；(西)埃尔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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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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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206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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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209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210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11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212 inter 1 vt.埋；葬 n.跨性别（intersex的简写） n.(Inter)人名；(德)因特

213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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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215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216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
217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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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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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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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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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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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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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28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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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30 lowered 1 ['laʊəd] adj. 降低的 动词low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1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232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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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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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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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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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38 migrants 1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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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olina 1 莫利纳（人名）

241 monetary 1 ['mʌnitəri] adj.货币的；财政的

242 moody 1 ['mu:di] adj.喜怒无常的；易怒的；郁郁寡欢的 n.(Moody)人名；(英)穆迪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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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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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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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48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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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bvious 1 ['ɔbviəs] adj.明显的；显著的；平淡无奇的

25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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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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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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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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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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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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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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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62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63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6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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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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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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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8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69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70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271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72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73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74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275 protesters 1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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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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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9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80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81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8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3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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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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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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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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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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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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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eller 1 ['selə] n.卖方，售货员 n.(Seller)人名；(匈)谢勒；(西)塞列尔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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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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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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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hand 1 n. 尚德

297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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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8 shirts 1 ['ʃɜ tːs] 衬衫

299 shoppers 1 n.购物者（shopper复数）

300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01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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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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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ouvenir 1 [,su:və'niə, 'su:vəniə] n.纪念品；礼物 vt.把…留作纪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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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souvenirs 1 [suːvə'niəz] n. 纪念品（souvenir的复数形式）

306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307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08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9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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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teve 1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
311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312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13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14 surprises 1 v.使惊奇，使诧异( surprise的第三人称单数 ); 意外发现[撞见]，出其不意获得

315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16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317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18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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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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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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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3 traders 1 商人

324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25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26 unease 1 [ʌn'i:z] n.不安；不舒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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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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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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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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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333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33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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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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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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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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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0 withdrawn 1 [wið'drɔ:n, wiθ-] adj.偏僻的；沉默寡言的；孤独的 v.取出；撤退（withdraw的过去分词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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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43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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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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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47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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