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1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mericans Can Soon Get Hearing
Aids Without Seeing a Doctor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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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essible 2 [ək'sesəbl] adj.易接近的；可进入的；可理解的

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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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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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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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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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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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2 advise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
13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4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5 aids 9 abbr.艾滋病（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）；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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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8 amplification 1 [,æmplifi'keiʃən] n.[电子]放大（率）；扩大；详述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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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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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noyance 2 [ə'nɔiəns] n.烦恼；可厌之事；打扰

23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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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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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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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8 barrier 2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29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0 becerra 1 贝切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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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othered 1 ['baðəd] adj. 烦恼的；感到讨厌的 动词bo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34 burden 2 ['bə:dən] n.负担；责任；船的载货量 vt.使负担；烦扰；装货于 n.(Burden)人名；(英)伯登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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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u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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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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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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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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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42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43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44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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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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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49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50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51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52 cost 5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53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54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5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56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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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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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西)
迪尔

60 deese 2 n. 迪斯

61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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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64 device 2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65 devices 8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66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戴
斯；(西)迭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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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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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octor 3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70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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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73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7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5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76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77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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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lectronics 1 [,ilek'trɔniks] n.电子学；电子工业

80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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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82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83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84 exam 1 [ig'zæm] n.考试；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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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xaminations 1 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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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88 expect 2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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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DA 8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91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92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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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
95 fittings 1 ['fɪtɪŋs] n. 家具；设备 名词deferment的复数形式.

96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9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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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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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02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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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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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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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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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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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aring 16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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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13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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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16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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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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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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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surance 3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21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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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24 Jeffrey 1 ['dʒefri] n.杰弗里（男子名，等于Geoffrey）

125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2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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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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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29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130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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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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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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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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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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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140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41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42 manufacturers 2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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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45 marketed 1 英 ['mɑːkɪtɪd] 美 ['mɑrkɪtɪd] adj. 推向市场的 动词mark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6 medical 5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47 medicare 2 ['medi'kεə] n.（美、加）医疗保险（等于medicare）

148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49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50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51 mild 3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152 milestone 2 ['mailstəun] n.里程碑，划时代的事件 n.(Milestone)人名；(英)迈尔斯通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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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oderate 2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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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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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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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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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1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62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3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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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66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7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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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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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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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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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73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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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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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7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7 pay 3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78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179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180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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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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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8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85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186 prescription 2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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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189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90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91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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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94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195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196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197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198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199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00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0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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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04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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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07 rotter 1 ['rɔtə] n.自动瞄准干扰发射机；无赖 n.(Rotter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瑞典)罗特

208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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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ling 1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211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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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a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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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avings 1 ['seiviŋz] n.储蓄；存款；救助；节省物（saving的复数形式）

214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15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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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6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17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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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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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22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23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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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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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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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28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29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30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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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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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34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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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upervised 1 ['sjuːpəvaɪzd] adj.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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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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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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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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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3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4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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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47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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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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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9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5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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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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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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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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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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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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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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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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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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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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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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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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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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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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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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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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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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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Xavier 1 ['zeiviə; 'zæ-; 'zeivjə] n.泽维尔（男子名）

27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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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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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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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