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uld the US Regulate What
Americans Eat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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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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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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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ults 3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5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6 affordable 1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
7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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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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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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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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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ericans 7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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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8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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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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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22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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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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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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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lood 2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29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30 body 3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31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32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33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3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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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36 calorie 1 ['kæləri] n.卡路里（热量单位）

37 calories 2 ['kælərɪz] n. 卡路里 名词calorie(calory)的复数形式.

3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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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re 3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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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4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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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hips 1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
44 cholesterol 2 [kə'lestərɔl] n.[生化]胆固醇

45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4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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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9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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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elivers 1 英 [dɪ'lɪvə(r)] 美 [dɪ'lɪvər]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；解救；生（孩子）；接生；履行；投掷

52 diabetes 1 [,daiə'bi:ti:z] n.糖尿病；多尿症

53 diet 2 ['daiət] n.饮食；食物；规定饮食 vi.节食 vt.[医]照规定饮食 n.(Diet)人名；(法)迪耶

5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5 doctor 2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56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57 dora 1 ['dɔ:rə] abbr.运筹学与分析局（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）

58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59 eat 4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60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61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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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4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65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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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68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69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70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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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73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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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at 2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76 fatty 1 ['fæti] adj.脂肪的；肥胖的；多脂肪的；脂肪过多的 n.胖子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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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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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80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81 food 1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2 foods 8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83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4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5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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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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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8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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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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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r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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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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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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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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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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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97 health 8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8 healthier 1 ['helθiər] adj. 更健康的，更健壮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）

99 healthy 3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00 heart 2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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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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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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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5 hurts 1 ['hɜ tːs] n. 伤害；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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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llnesses 2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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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10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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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1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2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3 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
114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15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16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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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junk 4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
119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20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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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22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23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24 knowingly 1 ['nəuiŋli] adv.故意地；机警地，狡黠地

125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26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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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29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30 like 4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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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Linda 1 ['lində] n.琳达（女子名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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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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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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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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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138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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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40 meals 3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141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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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44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45 metabolic 2 [,metə'bɔlik,-kəl] adj.变化的；新陈代谢的

146 metabolically 1 代谢的（metabolic的副词形式）

147 metabolism 1 [mi'tæbəlizəm, me-] n.[生理]新陈代谢

148 metabolisms 1 ['mɪtæbəlɪzəmz] 代谢机制

149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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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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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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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mouths 1 口

154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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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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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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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58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9 nine 2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6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61 nutrition 4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162 nutritional 3 [nju:'triʃənəl] adj.营养的；滋养的

163 nutritious 1 [nju:'triʃəs] adj.有营养的，滋养的

164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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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67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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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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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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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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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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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73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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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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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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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8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79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180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81 potato 1 [pə'teitəu] n.[作物]土豆，[作物]马铃薯

182 prescription 1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
183 prescriptions 1 [prɪsk'rɪpʃnz] 方例

184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185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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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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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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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192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193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94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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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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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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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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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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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03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04 regulate 3 vt.调节，规定；控制；校准；有系统地管理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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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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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208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09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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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ul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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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2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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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alt 2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214 salty 1 ['sɔ:lti] adj.咸的；含盐的

215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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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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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17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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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20 shand 1 n. 尚德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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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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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nap 2 [snæp] vt.突然折断，拉断；猛咬；啪地关上 vi.咬；厉声说；咯嗒一声关上 n.猛咬；劈啪声；突然折断 adj.突然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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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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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28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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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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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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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32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33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34 sugar 3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235 supplemental 1 [,sʌpli'mentəl] adj.补充的（等于supplementary）；追加的

236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37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238 sweets 1 [swiː ts] n. 糖果 名词sweet的复数形式.

239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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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242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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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4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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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6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247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4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9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50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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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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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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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5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56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257 tufts 1 [tʌfts] n. 簇；丛 名词tuft的复数形式.

258 unhealthy 2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
259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26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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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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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us 1 pron.我们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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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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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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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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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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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271 wanting 2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27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7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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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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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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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heels 2 [wiː 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
27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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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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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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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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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3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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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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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5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8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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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89 you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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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