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27 [As It Is] Illegal Loggers Train as Forest Tour Guides in
Vietnam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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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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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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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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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ngoc 6 Naval Gunfire Operations Centre,舰炮火力作战中心

9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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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ree 5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1 Vietnam 5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12 Anh 4 ['ænh] adj. 无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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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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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ourism 4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17 trees 4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的
复数形式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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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20 forest 3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21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2 logger 3 ['lɔgə, 'lɔ:g-] n.（美）樵夫，伐木工；记录器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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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tour 3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典)
托尔；(英)图尔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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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27 deforestation 2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
28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29 guides 2 [gaɪdz] n.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.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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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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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illegal 2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33 illegally 2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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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joined 2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6 loggers 2 ['lɒɡəz] 伐木工人

37 logging 2 ['lɔgiŋ, 'lɔ:g-] n.记录；伐木工作 v.把…锯成段木；砍伐树木（log的ing形式）

38 logs 2 [[lɒgz] n. 原木；日志 名词lo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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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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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41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42 par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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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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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imber 2 ['timbə] n.木材；木料 n.(Timber)人名；(瑞典)廷贝尔

46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47 wood 2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48 work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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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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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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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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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5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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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58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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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ren 1 阿伦

6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61 bang 1 [bæŋ] n.刘海；重击；突然巨响 adv.直接地；砰然地；突然巨响地 vt.重击；发巨响 n.(Bang)人名；(英、乍)班；(芬、德、
丹)邦

6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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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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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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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68 calculate 1 ['kælkjuleit] vi.计算；以为；作打算 vt.计算；预测；认为；打算

69 calculated 1 ['kælkjuleitid] adj.计算出的；适合的；有计划的 v.计算；估计；打算（calc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0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71 Caves 1 n.[地质]洞穴（cave复数形式） v.倒塌；屈服（c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Caves)人名；(英)凯夫斯；(法)卡夫

72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7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4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75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7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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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79 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
80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1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82 de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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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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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85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8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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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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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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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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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94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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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97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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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9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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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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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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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104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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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07 hectares 1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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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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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12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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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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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6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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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18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19 ke 1 abbr.动能（kineticenergy）；键入错误（KeyError） n.(Ke)人名；(柬)盖；(中)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2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21 kilogram 1 ['kiləugræm] n.公斤；千克

122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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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25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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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7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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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130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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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athematical 1 [,mæθi'mætikəl] adj.数学的，数学上的；精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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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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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36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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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39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40 NHA 1 =National Health Association 全国卫生协会[美]

141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42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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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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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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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46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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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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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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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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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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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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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hong 1 蓬

155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156 poacher 1 ['pəutʃə] n.偷猎者；侵入者；炖蛋锅

157 poachers 1 n. 偷猎者；侵入者（poacher的复数）

158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59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160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61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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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16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65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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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168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69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70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1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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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4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75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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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77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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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179 sizes 1 ['saɪzɪz] n. 大小

180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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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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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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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185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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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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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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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0 thinning 1 ['θɪnɪŋ] n. 稀释；冲淡；削去；修磨 动词th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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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193 trails 1 [treɪl] n. 踪迹；小径；尾；一系列 vi. 拖；落后于 vt. 追踪；拖拽；尾随

194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195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196 traps 1 [træps] n.[计]陷阱；圈套（trap的复数形式）；手提行李；随身用物品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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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99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00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01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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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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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4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205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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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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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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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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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12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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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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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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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1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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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