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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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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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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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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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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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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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i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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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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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pplication 2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17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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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ne 1 [a:n] n.阿恩（人名，姓氏）

20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1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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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sistance 4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23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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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tend 3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2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7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28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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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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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omb 1 [bɔm] vt.轰炸，投弹于 vi.轰炸，投弹；失败 n.炸弹

33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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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6 burtsev 3 布尔采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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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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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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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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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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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2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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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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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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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8 colleges 3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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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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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mpass 2 ['kʌmpəs] n.指南针，罗盘；圆规 vt.包围

52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53 conflicted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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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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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57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58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59 decisions 2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60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6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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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iplomatic 1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64 direction 3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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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67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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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ased 1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0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71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72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73 eighteen 1 ['ei'ti:n] n.十八，十八个 adj.十八个的，十八的 num.十八

74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
75 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7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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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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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8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82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8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4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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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86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87 experiencing 2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8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89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90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91 fall 2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9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9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94 feel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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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ilming 1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96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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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9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0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1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02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3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04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5 Georgetown 3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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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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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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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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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111 gratitude 2 n.感谢（的心情）；感激

112 guilt 1 [gilt] n.犯罪，过失；内疚

113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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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Hampton 1 ['hæmptən] n.汉普顿（姓氏）

115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16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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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aven 2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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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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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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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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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24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25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126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28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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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29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130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13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2 iie 3 ['aɪiː ] (=idiopathic ineffective erythropoiesis) 特发性无效性红细胞生成,(=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'embryogie) 国际胚胎学研究所

133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34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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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5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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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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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39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40 instrument 1 ['instrumənt, 'instrə-, -ment] n.仪器；工具；乐器；手段；器械

141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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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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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144 invited 2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5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6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47 issuing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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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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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151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52 kyiv 2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15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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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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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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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60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61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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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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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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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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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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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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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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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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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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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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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7 offering 2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178 offices 1 办公室

179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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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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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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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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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186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87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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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9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190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91 paid 3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92 paths 1 [pæθis] n.路径（path的复数）

193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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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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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97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198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9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
200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201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02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0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4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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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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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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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1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1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2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13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1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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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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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8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19 refuge 2 ['refju:dʒ] n.避难；避难所；庇护 vt.给予…庇护；接纳…避难 vi.避难；逃避

220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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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re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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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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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25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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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8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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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Romania 1 [rəu'meinjə] n.罗马尼亚（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）

231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32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33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34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
235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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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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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39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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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42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243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244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45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4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7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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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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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
252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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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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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255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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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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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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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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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60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1 study 4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6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63 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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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6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7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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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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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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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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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4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75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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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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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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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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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0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81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82 tuition 3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283 Ukraine 4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84 Ukrainian 8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285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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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universities 3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288 university 6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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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us 1 pron.我们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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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9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94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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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296 visa 1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297 visas 1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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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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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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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02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0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4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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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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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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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estad 1 韦斯塔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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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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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1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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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indowless 1 ['windəulis] adj.没有窗的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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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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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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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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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Yale 1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
320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1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22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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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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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