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4 [As It Is] US Teens Recruited to Drive Migrants from
Mexican Border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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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idents 1 ['æksɪdənts] 事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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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ria 1 (=Adriamycin(antineoplastic)) 阿霉素

8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0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1 age 2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2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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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5 amanda 1 [ə'mændə] n.阿曼达（女子名）

16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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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20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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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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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3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24 arrests 2 [ə'rest] vt. 逮捕；拘留 n. 逮捕；拘留

25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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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27 asylum 1 [ə'sailəm] n.庇护；收容所，救济院

2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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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torney 1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30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1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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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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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haves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36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37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38 border 9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39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40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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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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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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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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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45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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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48 charge 2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49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50 chase 2 [tʃeis] vt.追逐；追捕；试图赢得；雕镂 vi.追逐；追赶；奔跑 n.追逐；追赶；追击 n.(Chase)人名；(英)蔡斯；(法)沙斯

51 chases 1 [tʃeɪs] vt. 追捕；追求；镂刻，雕刻；试图赢得 vi. 奔跑；追赶 n. 追捕；争取；狩猎

52 child 4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53 children 6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4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55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56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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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mit 1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59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60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61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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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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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65 crashed 2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66 crashes 1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67 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68 criminalize 1 ['kriminəlaiz] vt.宣告…为犯法行为；判定…为非法事件

69 cruces 2 ['kru:si:z] n.症结；难题；十字形（crux的复数形式）

70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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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73 defender 1 [di'fendə] n.防卫者，守卫者；辩护者；拥护者；卫冕者

74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75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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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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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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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0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81 driver 2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82 drivers 8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83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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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85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86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87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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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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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91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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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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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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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96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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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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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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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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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led 1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103 flee 2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04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05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6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07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08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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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alvan 3 n. 高尔文

11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12 Gerardo 1 杰拉尔多

113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4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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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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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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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uided 1 ['gaidid] adj.有指导的；有向导的 v.指导（guide的过去分词）

119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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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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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ay 1 [hei] n.干草 vt.把晒干 vi.割草晒干

122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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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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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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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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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2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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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9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30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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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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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33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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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35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6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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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javier 1 n. 哈维尔

13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39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40 jokingly 1 ['dʒəukiŋli] adv.开玩笑地；打趣地

141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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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as 2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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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46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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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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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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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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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iberties 1 英 ['lɪbəti] 美 ['lɪbərti] n. 自由；自由权；冒失

153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154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
155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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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58 majority 2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159 Malcolm 1 ['mælkəm] n.马尔科姆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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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16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63 Mexican 3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164 Mexico 3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65 migrant 2 ['maigrənt] n.候鸟；移居者；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.移居的；流浪的

166 migrants 5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167 minors 3 英 ['maɪnə(r)] 美 ['maɪnər] adj. 轻微的；较小的；次要的 n. 未成年人；辅修科目；[音]小调 v. 辅修

16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9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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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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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Nathan 1 ['neiθən] n.南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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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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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17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6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7 noting 1 英 ['nəʊtɪŋ] 美 ['noʊtɪŋ] n. 注释法；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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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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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fficers 3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182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3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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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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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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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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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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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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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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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utreach 1 ['autri:tʃ, ,aut'ri:tʃ] vt.超越，伸出；超出…的范围 vi.拓广，延伸 n.延伸，拓广；扩大服务范围 adj.扩大服务的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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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ark 4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95 Paso 1 abbr.泛美体育组织（PanAmericanSportsOrganization） n.(Paso)人名；(西、芬)帕索

196 patrol 4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
197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99 Perea 2 佩雷亚（人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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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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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0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04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0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6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207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08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20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0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11 probation 2 [prəu'beiʃən] n.试用；缓刑；查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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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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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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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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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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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ursue 1 [pə'sju:, -'su:] vt.继续；从事；追赶；纠缠 vi.追赶；继续进行

218 pursuing 1 英 [pə'sju ]ː 美 [pər'su ]ː v. 追求；追捕；继续执行；从事

219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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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aders 1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222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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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cruit 1 [ri'kru:t] n.招聘；新兵；新成员 vt.补充；聘用；征募；使…恢复健康 vi.复原；征募新兵；得到补充；恢复健康

225 recruited 2 [rɪ'kru tː] v. 吸收(新成员)；征兵；招聘 n. 新成员；新兵

226 recruiter 2 [rɪ'kru tːə(r)] n. 招募者；招聘人员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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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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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30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1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32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33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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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aint 1 [seint] n.圣人；圣徒；道德崇高的人 adj.神圣的 vt.成为圣徒

235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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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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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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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39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40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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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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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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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4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45 skinner 3 ['skinə] n.剥皮工人；皮革商；骗子 n.(Skinner)人名；(英)斯金纳；(瑞典)希纳

246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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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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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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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uthwest 2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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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253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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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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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to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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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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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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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uitable 1 ['sju:təbl] adj.适当的；相配的

262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
263 suspects 1 [sə'spekt] v. 怀疑；猜想 n. 嫌疑犯 adj. 可疑的；不可信的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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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eenagers 1 ['tiː 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
266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
267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68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69 Teresa 1 [te'resɑ:] n.特里萨（女名）

270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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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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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4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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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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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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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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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8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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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4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85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86 transport 4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87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288 transporting 2 ['trænspɔː rt] n.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9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290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91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92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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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ypically 2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294 ubers 1 ['ʌbəz] übersetzt (German-translated) (德语)翻译的,转变的

29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9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97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29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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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
300 us 2 pron.我们

30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2 vehicle 3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03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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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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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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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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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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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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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2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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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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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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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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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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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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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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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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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3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24 young 5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325 youth 2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