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merica Battles Diabetes Crisis 词词
汇表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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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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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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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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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8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9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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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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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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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sociate 1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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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9 autoantibodies 1 自身抗体

20 autoimmune 2 [,ɔ:təui'mju:n] adj.自身免疫的；自体免疫的

21 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2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 barbara 2 ['ba:bərə] n.芭芭拉（女子名）

24 battles 1 ['bætl] n. 战斗；争斗 v. 与 ... 作战；与 ... 竞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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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7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8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9 bl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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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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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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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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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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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37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38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39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40 clinic 1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41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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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梅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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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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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stly 2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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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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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9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50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51 devon 1 ['devən] n.德文郡（等于Devonshire，英国郡名）；德文岛（加拿大北部）

52 diabetes 11 [,daiə'bi:ti:z] n.糖尿病；多尿症

53 die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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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ets 1 ['daɪət] n. 日常食物；规定饮食；节食 n. （日本等国的）国会 v. 节食；照规定饮食；喂食

55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56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57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58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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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61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62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63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64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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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asier 2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67 eat 3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68 ea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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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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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7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2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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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7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76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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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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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9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80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81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82 fats 1 [fæts] n.（食用的）动植物油（fat的复数）；育肥待上市的家畜

83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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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ood 10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6 foods 4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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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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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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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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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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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9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95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96 Glantz 2 格兰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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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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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00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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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03 habits 1 ['hæbɪt] n. 习惯；习性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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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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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7 healthcare 2 ['helθkeə] 保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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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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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11 horse 1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112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13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14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15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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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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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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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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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21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22 initiatives 1 [ɪ'nɪʃətɪvz] n. 主观能动性（名词initiative的复数）

123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24 insulin 2 ['insjulin, 'insə-] n.[生化][药]胰岛素

125 insurers 1 [ɪn'ʃuərəz] 保险人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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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
128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9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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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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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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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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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3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36 lifelong 1 ['laiflɔŋ] adj.终身的

137 lifestyles 1 ['laɪfstaɪlz] [法] 生活方式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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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ink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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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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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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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o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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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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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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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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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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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48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149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15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52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53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4 medication 2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
155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
156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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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olecules 1 ['mɒlɪkju lː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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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60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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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namino 1 波乃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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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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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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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167 obesity 1 [əu'bi:səti, -'be-] n.肥大，肥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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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ffering 2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170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71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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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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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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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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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8 overwhelming 2 [,əuvə'hwelmiŋ] adj.压倒性的；势不可挡的 v.压倒；淹没（overwhelm的ing形式）；制服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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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atients 5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81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2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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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harmacies 1 英 ['fɑːməsi] 美 ['fɑ rːməsi] n. 药房；药剂学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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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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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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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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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rescriptions 1 [prɪsk'rɪpʃnz] 方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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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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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rocessed 2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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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rograms 4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95 providers 1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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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98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19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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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03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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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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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06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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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8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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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
212 Rockefeller 1 ['rɔkifelə] n.洛克菲勒（姓氏）

213 rocking 1 ['rɔkiŋ] adj.摇摆的，摇动的 n.摇摆；振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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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16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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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ansum 1 n. 桑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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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santa 2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219 sector 1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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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verity 1 [si'veriti] n.严重；严格；猛烈

222 shand 1 n. 尚德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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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4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225 sick 2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26 small 3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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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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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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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pec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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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32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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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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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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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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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uga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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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ugars 1 英 ['ʃʊɡə(r)] 美 ['ʃʊɡər] n. 糖，食糖；糖缸；甜言蜜语，阿谀奉承；宝贝，心肝 v. 使甜；在...上撒糖

241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43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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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erhune 1 n. 特休恩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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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he 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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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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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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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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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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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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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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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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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58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59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60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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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62 typ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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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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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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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266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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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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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271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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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3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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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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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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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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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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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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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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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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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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