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9 [As It Is] Tattoo Artists Angry Over New EU Rules 词汇词汇
表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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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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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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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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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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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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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o 2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9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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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lergic 1 [ə'lə:dʒik] adj.对…过敏的；对…极讨厌的

12 allergies 1 英 ['ælədʒi] 美 ['ælərdʒi] n. 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13 allergy 1 ['ælədʒi] n.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14 already 3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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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sterdam 1 [,æmstə'dæm] n.阿姆斯特丹（荷兰首都）；阿姆斯特丹（美国纽约东部城市）

1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ngelo 1 ['ændʒiləu] n.安吉洛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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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3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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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5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6 artists 4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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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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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tractive 2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30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1 avoidable 1 [ə'vɔidəbl] adj.可避免的；可作为无效的；可回避的

32 ban 2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33 banned 2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34 bans 3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35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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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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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4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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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4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45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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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ottle 1 ['bɔtl] n.瓶子；一瓶的容量 vt.控制；把…装入瓶中 vi.（街头艺人演出后）收拢钱币

48 boucherie 1 ['baʊtʃəriː ] 端部压注法

49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50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51 Brussels 1 ['brʌslz] n.布鲁塞尔（比利时首都）

52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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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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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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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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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9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6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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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hemicals 3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63 choices 2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64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65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66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67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68 colors 3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69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70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71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72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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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75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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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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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79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80 decrease 2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81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2 dirks 2 英 [dɜːk] 美 [dɜ rːk] n. 短剑；匕首 v. 用短剑刺 Dirk. n. 德克(男子名)

83 disagrees 1 [dɪsəɡ'riː z] 不乐意

84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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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8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7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88 drawn 1 [drɔ:n] adj.拔出的 v.画，绘图（draw的过去分词）

89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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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echa 1 ECHA（欧盟化学品管理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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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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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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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ric 1 埃里克（人名）

96 erich 1 n. 埃里克

97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98 eu 1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99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00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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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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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04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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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107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108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9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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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12 generalization 1 [,dʒenərəlai'zeiʃən, -li'z-] n.概括；普遍化；一般化

113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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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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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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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19 harmless 1 ['hɑ:mlis] adj.无害的；无恶意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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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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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23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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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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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7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28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9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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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30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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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32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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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35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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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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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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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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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0 inflammation 1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141 inflammatory 1 [in'flæmətəri] adj.炎症性的；煽动性的；激动的

142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43 ink 3 [iŋk] vt.签署；涂墨水于 n.墨水，墨汁；油墨 n.(Ink)人名；(英)英克

144 inks 4 [ɪŋk] n. 墨水；墨汁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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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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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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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0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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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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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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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eaves 2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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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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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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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59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60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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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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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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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amer 1 n. 马默

165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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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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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70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71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2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73 michl 1 n. 米希尔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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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oderne 1 [mə'dεən] n.现代

176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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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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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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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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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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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82 needle 1 ['ni:dl] n.针；指针；刺激；针状物 vi.缝纫；做针线 vt.刺激；用针缝 n.(Needle)人名；(英)尼德尔

183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184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5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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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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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8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9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90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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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lds 1 n.老者（old的复数形式）

193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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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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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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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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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rganizer 1 ['ɔ:gənaizə] n.组织者；承办单位；[生物]组织导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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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0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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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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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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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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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erfectly 1 ['pə:fiktli] adv.完美地；完全地；无瑕疵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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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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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etition 2 [pi'tiʃən] n.请愿；请愿书；祈求；[法]诉状 vi.请愿；请求 vt.请愿；请求；恳求

210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11 pigments 2 ['pɪgmənts] n. 粉状颜料；天然色素 名词pigment的复数形式.

212 pleasing 1 ['pli:ziŋ] adj.令人愉快的；讨人喜欢的；合意的 v.取悦（please的现在分词）

213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14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15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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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preparation 1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
217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18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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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inting 1 ['printiŋ] n.印刷；印刷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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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23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22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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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af 1 [,a:r ei 'ef] abbr.英国皇家空军（RoyalAirForce） n.(Raf)人名；(俄、德)拉夫

227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228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29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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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restriction 1 [ri'strikʃən] n.限制；约束；束缚

232 restrictions 4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33 rose 2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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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36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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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ave 2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38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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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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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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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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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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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47 si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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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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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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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kin 2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52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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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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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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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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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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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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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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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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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ubstitutes 1 英 ['sʌbstɪtju tː] 美 ['sʌbstɪtu tː] n. 代用品；代替者；替补队员 vt. 代替；用 ... 代替；代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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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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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68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269 swollen 1 ['swəulən] adj.肿胀的，浮肿的；浮夸的；激动兴奋的

270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71 tattoo 7 n.文身 vt.刺花纹于 vi.刺花样

272 tattooed 2 英 [tə'tu ]ː 美 [tæ'tu ]ː v. (在皮肤上)刺图案 n. 文身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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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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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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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9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80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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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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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84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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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5 tobacco 1 [tə'bækəu] n.烟草，烟叶；烟草制品；抽烟

28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87 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28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9 tycho 1 n. [天]第谷(月球表面的一座环形山)

290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29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92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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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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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96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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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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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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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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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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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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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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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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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8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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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0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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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2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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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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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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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17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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