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7 [As It Is] US, Chinese Presidents Seek to Ease Tensions
in Video Meet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aam 1 abbr. "空对空"导弹（=Air-to-Air Missile）

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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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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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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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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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9 advisers 1 [əd'vaɪzəz] 班主任

10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1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2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 Aides 1 n. 助手；副官 名词aide的复数形式.

14 aiming 1 ['eɪmɪŋ] n. 瞄准；目的；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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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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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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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nouncements 1 [ə'naʊnsmənts] n. 公告；通知 名词announcement的复数形式.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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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4 Ant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男子名）

25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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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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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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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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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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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ttitude 1 ['ætɪtjuːd, -tuːd] n.态度；看法；意见；姿势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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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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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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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ijing 2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37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8 biden 11 n. 拜登(姓氏)

39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4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41 blinken 1 n. 布林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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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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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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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urnt 1 [bə:nt] adj.烧焦的；烧伤的 v.燃烧（burn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）

45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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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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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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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9 Carnegie 1 [ka:'negi] n.卡内基（姓氏）

50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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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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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4 china 1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5 Chinese 5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56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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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m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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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60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61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62 conference 3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63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64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65 considers 2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66 constructive 1 [kən'strʌktiv] adj.建设性的；推定的；构造上的；有助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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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ntinuously 1 [kən'tɪnjuəsli] adv. 不断地；连续地

69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70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71 countries 6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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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74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7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6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77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78 delegation 1 [,deli'geiʃən] n.代表团；授权；委托

79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8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1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82 discussion 2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83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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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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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6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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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88 downward 1 ['daunwəd] adj.向下的，下降的 adv.向下

8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90 ease 3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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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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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9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95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96 endowment 1 [in'daumənt] n.捐赠；捐助；捐款；天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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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99 era 2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10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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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change 2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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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05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
106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07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08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109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1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11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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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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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116 fire 4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17 firm 1 ['fə:m] adj.坚定的；牢固的；严格的；结实的 vt.使坚定；使牢固 vi.变坚实；变稳固 adv.稳固地 n.公司；商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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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20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21 for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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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23 friendly 2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124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26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27 gasses 1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128 ge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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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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30 Glasgow 1 ['glɑ:sgəu] n.格拉斯哥（英国城市名）

131 globalization 1 [,gləubəlai'zeiʃən] n.全球化

132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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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overning 1 ['gʌvəniŋ] adj.有统治、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.统治（govern的ing形式）；支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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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37 greeted 1 [ɡ'riː tɪd] adj. 问候的； 向 ... 致敬的 动词gr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38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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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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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2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43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44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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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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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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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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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eightened 1 ['haɪtn] v. 增加；升高；加强

149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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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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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2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53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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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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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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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57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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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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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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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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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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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64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165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66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167 intend 1 [in'tend] vt.打算；想要；意指 vi.有打算

168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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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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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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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Iran 1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17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4 island 3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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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ssues 3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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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9 jets 1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
18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81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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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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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185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86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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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8 leaders 5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89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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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92 lijian 1 丽江

193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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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95 linked 2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96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97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98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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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200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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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03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04 meeting 7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05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06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07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20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09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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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oritsugu 1 森继(姓,日本)

211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12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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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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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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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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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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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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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222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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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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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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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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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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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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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30 opposes 1 英 [ə'pəʊz] 美 [ə'poʊz] v. 反对；对抗；使对立

231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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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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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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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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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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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38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39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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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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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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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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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46 playing 2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47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248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249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50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251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252 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53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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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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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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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57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58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5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60 quo 2 [kwəu] vt.说

261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62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6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64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265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66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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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relations 3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269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70 remarks 1 [rɪ'maː ks] n. 附记；备注 名词remar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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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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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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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75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76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77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78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79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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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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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aid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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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ailed 1 v.航行（sail的过去分词） adj.已开航的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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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86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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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89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90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91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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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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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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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97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98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99 singular 1 ['siŋgjulə] adj.单数的；单一的；非凡的；异常的 n.单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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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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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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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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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05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306 spiral 2 ['spaiərəl] n.螺旋；旋涡；螺旋形之物 adj.螺旋形的；盘旋的 vt.使成螺旋形；使作螺旋形上升 vi.盘旋；成螺旋形；螺旋形
上升（过去式spiraled/spiralled，过去分词spiraled/spiralled，现在分词spiraling/spiralling，第三人称单数spirals，副词spirally）

307 spo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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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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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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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tatement 3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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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tatus 2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314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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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rait 2 [streit] adj.狭窄的；苦恼的 n.海峡；困境 n.(Strai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317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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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20 summit 2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321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22 Taiwan 8 ['tai'wɑ:n] n.台湾

323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324 tensions 6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325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326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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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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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e 6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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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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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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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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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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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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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to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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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0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41 tone 2 [təun] n.语气；色调；音调；音色 vt.增强；用某种调子说 vi.颜色调和；呈现悦目色调 n.(Tone)人名；(罗、塞、乍)托内；
(英)托恩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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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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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4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347 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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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350 unilateral 2 [,ju:ni'lætərəl] adj.单边的；[植]单侧的；单方面的；单边音；（父母）单系的

351 unintended 1 [ˌʌnɪn'tendɪd] adj. 非计划中的；非故意的

352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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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355 us 3 pron.我们

356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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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5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60 veer 2 [viə] vi.转向；改变观点；风向顺时针转；调转船尾向上风 vt.使转向；使顺风；使船尾向上风 n.转向；方向的转变 n.
(Veer)人名；(英、印)维尔

361 video 4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62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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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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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Wang 2 [wang] n.王（姓氏）；王安电脑公司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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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67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68 warships 1 ['wɔː ʃɪps] 军舰

36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7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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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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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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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76 whoever 1 [hu:'evə] pron.无论谁；任何人 n.《爱谁谁》（电影名）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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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79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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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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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82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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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85 XI 8 [sai, zai, ksai, ksi:] n.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；粒子（等于xiparticle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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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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88 zhao 2 n. 赵（姓氏）

389 zoom 1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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