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6 [As It Is] In Nepal's Capital, Waste Puts off Visitors and
Local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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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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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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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garbage 10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6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wast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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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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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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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kathmandu 6 n. 加德满都(尼泊尔首都) =Katmandu.

11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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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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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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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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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8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9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 problem 4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1 protesters 4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22 reuters 4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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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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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apital 3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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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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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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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landfill 3 ['lændfil] n.垃圾填埋地；垃圾堆

31 magar 3 马加尔

32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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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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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village 3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5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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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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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8 authorities 2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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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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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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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le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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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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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hungana 2 敦加纳

45 disgrace 2 [dis'greis] n.耻辱；丢脸的人或事；失宠 vt.使……失宠；给……丢脸；使……蒙受耻辱；贬黜

46 disgusted 2 [dis'gʌstid] adj.厌恶的；厌烦的 v.使恶心；使讨厌（disgust的过去分词）

47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48 dumped 2 ['dʌmpt] adj. 废弃的；弃扔的；堆的 动词du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9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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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2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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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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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eading 2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55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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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load 2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
57 locals 2 ['ləʊklz] n. 当地

58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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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csorley 2 n. 麦克索利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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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Nepal 2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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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64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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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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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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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ro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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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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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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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streets 2 [st'riː ts] 街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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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74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75 tourist 2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
76 trucks 2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77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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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villagers 2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79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8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82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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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84 yucky 2 ['jʌki] adj.恶心的；讨人厌的；不愉快的

85 accuse 1 [ə'kju:z] vt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；归咎于 vi.指责；控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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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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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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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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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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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92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93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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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nnoyed 1 [ə'nɔid] adj.恼怒的；烦闷的 v.使烦恼；打扰（annoy的过去分词）

96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9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98 arrangements 1 [ə'rendʒmənts] n. 安排；布置；准备 名词arrangement的复数形式.

99 ashamed 1 [ə'ʃeimd] adj.惭愧的，感到难为情的；耻于……的

100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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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102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03 biswas 1 n. 比斯瓦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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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106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07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08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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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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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
112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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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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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117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
118 coordinate 1 [kəu'ɔ:dinit, kəu'ɔ:dineit] n.坐标；同等的人或物 adj.并列的；同等的 vt.调整；整合 vi.协调

119 coordinating 1 英 [kəʊ'ɔː dɪneɪt] 美 [koʊ'ɔː rdɪneɪt] v. （使）协调；（使）一致；（使）同等 n. 坐标；同等的人物；配套服装 adj. 同等
的；等位的；(大学)男女分院制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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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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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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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24 disgusting 1 [dis'gʌstiŋ] adj.令人厌恶的 令人极不能接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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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6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27 dump 1 vt.倾倒；倾卸；丢下，卸下；摆脱，扔弃；倾销 vi.倒垃圾；突然跌倒或落下；卸货；转嫁（责任等） n.垃圾场；仓
库；无秩序地累积 n.（英）邓普（人名，男子教名Humphrey、Humphry的昵称）

128 dumping 1 ['dʌmpiŋ] n.倾销；倾泻 v.倾倒（dump的ing形式）

129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30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31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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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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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35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3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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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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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ed 1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
140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41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142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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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4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46 gopal 1 n. 戈帕尔

147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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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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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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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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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153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15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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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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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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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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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60 invite 1 [in'vait, 'invait] vt.邀请，招待；招致 n.邀请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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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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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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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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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6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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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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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loaded 1 ['ləudid] adj.负荷的；装填子弹的；装好胶卷的；喝醉了的（美国俚语）；阔绰的（美国俚语） v.装载（load的变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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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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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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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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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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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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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1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82 overseeing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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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85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86 pigs 1 n.猪（pig的复数）

187 pointing 1 ['pɔintiŋ] n.指示 v.指向；指点（point的ing形式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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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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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2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193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94 protestor 1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
195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196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97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19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9 refusing 1 拒绝 [材]废料 拒绝给予

200 remembers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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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esisted 1 [rɪ'zɪst] v. 抵制；抵抗；反抗；忍住 n. 防蚀涂层

203 resolve 1 [ri'zɔlv] vt.决定；溶解；使…分解；决心要做… vi.解决；决心；分解 n.坚决；决定要做的事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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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206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07 ringed 1 [riŋd] adj.环状的；戴戒指的；有环的；被包围的 v.围绕；圈出（ring的过去分词）

208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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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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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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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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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15 Sharma 1 n. 夏尔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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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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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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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2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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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tones 1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223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224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225 sunil 1 苏尼尔

226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227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28 tear 1 [tɛə,tiə] n.眼泪,（撕破的）洞或裂缝,撕扯 vt.撕掉,扯下,扰乱 vi.流泪,撕破 n.(Tear)人名；(英)蒂尔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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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3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2 threw 1 [θru: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式）；丢弃

233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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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3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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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239 unsteady 1 [,ʌn'stedi] adj.不稳定的；不规则的；摇摆的；无常的 vt.使不稳定；动摇

240 us 1 pron.我们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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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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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244 visitor 1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245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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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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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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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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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el 1 Welfare 福利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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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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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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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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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itnesses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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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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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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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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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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