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4 [As It Is] Immigrants Welcome Afghan Refugees in US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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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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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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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refugees 12 难民

7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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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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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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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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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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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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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 afghans 4 n. 阿富汗人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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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cen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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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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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fshar 3 阿夫沙尔

2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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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employees 3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24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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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7 language 3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8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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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1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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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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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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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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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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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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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7 Afghan 2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38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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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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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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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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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5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46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47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48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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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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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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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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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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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immigrants 2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55 Iran 2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56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57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望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58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59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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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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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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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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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refugee 2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65 resettlement 2 [ri'setlmənt;] n.重新安置

66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67 settle 2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68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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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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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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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um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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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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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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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77 welcome 2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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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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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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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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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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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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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85 administering 1 [əd'ministəriŋ] n.管理；实施 v.管理；实施；给予（administer的ing形式） adj.管理的；执行的

86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7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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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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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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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llied 1 ['ælaid] adj.联合的；同盟的；与…同属一系 v.联合（ally的过去分词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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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9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9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99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00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101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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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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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ases 1 ['beisi:z] n.基础（base的复数形式）；根据；主要成分 n.(Bases)人名；(西)巴塞斯

10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6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07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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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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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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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13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14 checking 1 ['tʃekiŋ] n.校验；[电子][通信]抑制；[涂料]龟裂；检查；[力]裂纹

115 checks 1 [t'ʃeks] n. （复）制约（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；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）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.

116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117 clara 1 ['klεərə] n.克拉拉（女子名）

118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9 clinic 1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120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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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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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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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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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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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)迪尔

12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28 designer 1 [di'zainə] n.设计师；谋划者 adj.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；享有盛名的；赶时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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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31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32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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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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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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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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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40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41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42 Farsi 1 ['fa:si] n.波斯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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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fled 1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145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46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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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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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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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52 gr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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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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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55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56 har 1 =Harbor Advisory Radar 海港咨询雷达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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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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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0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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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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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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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66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67 interpret 1 [in'tə:prit] vt.说明；口译 vi.解释；翻译

168 interpreter 1 [in'tə:pritə] n.解释者；口译者；注释器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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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171 janie 1 詹妮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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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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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rish 1 克里什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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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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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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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79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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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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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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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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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utheran 1 ['lu:θərən] adj.路德教会的 n.路德教会

185 mara 1 [mə'rɑ:] n.玛拉（女子名）

18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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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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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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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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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nelda 1 ['neldə] n.内尔达（女子名）

192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193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9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95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96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197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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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200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01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20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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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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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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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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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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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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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12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13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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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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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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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esettled 1 ['riː 'setld] adj. 再安顿的；再定居的 动词resett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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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220 S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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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anta 1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222 seized 1 ['siː zd] adj. 查封的，扣押的 v. 逮住，抓住，咬住（动词seize的过去式,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）

223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24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225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26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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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28 speakers 1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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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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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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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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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5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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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38 taliban 1 n. 塔利班

239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40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41 Tb 1 [,ti: 'bi] abbr.肺结核（tuberculosi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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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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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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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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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8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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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25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52 translate 1 vt.翻译；转化；解释；转变为；调动 vi.翻译

25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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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us 1 pron.我们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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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58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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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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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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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64 welcomes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265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26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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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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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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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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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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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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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