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5 [As It Is] South Korea Angry Over New U.S. Trade
Polic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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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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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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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opt 1 [ə'dɔpt] vt.采取；接受；收养；正式通过 vi.采取；过继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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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0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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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hn 1 ['ɑːn] (=acute hepatic necrosis) 急性肝坏死,(=assistant head nurse) 助理护士长

14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15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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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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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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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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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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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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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6 assemble 1 [ə'sembl] vt.集合，聚集；装配；收集 vi.集合，聚集

27 assembled 1 [ə'sembəld] v.装配（assemble的过去分词）；集合 adj.组合的；安装的

28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2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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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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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32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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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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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trayal 1 [bi'treiəl] n.背叛；辜负；暴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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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38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39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40 bo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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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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匈)博特

41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2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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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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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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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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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9 carmaker 1 ['kɑ:,meikə] n.汽车制造商

50 chains 1 [tʃeɪnz] n. 枷锁；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.

51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2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53 commen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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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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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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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57 conservative 2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5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59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0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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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redits 2 [k'redɪts] 演职员名单

62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63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64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65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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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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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iplomatic 2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69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0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71 discriminates 1 [dɪ'skrɪmɪneɪt] vt. 区分；区别对待 vi. 辨别；差别对待

72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73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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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uk 1 杜克

76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7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78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
79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8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1 electric 4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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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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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v 3 ['iː v] abbr. 电子伏特 (=electron volt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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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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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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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8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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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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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allo 1 [gæləu] adj.法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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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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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97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98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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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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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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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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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0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4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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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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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yundai 1 n.现代（公司名，韩国汽车企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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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mported 1 英 ['ɪmpɔː t] 美 ['ɪmpɔː 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110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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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1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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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4 issue 4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15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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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18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1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20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21 kia 1 abbr. 克里格勒(氏)含铁琼脂(=Kligler iron agar) abbr. 阵亡(=killed in action)

122 Korea 1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23 Korean 7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24 koreans 1 朝鲜人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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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a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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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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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29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130 liberal 1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
131 limited 2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32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33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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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35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36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37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138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139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140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4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42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143 mentality 1 [men'tæləti] n.心态；[心理]智力；精神力；头脑作用

144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45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4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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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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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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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2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3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55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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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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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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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60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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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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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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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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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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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pinion 3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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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6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70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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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172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73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174 passive 1 ['pæsiv] adj.被动的，消极的；被动语态的 n.被动语态

17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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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olicy 3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78 position 2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79 posture 2 ['pɔstʃə] n.姿势；态度；情形 vi.摆姿势 vt.作…的姿势

180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181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82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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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rinciples 1 [p'rɪnsəplz] n. 原则；原理；道义；节操 名词princip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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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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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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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89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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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9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93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19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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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97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198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199 relations 2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200 relationship 2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201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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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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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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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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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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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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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1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12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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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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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15 Seoul 2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216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217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21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19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220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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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23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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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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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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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outh 17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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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229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30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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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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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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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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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uh 1 徐,韩国姓氏的音译

236 suk 1 [su:k] n.苏克人；苏克族

237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3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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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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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43 tax 4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244 tesla 1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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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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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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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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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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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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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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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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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57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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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8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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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60 trade 9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61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62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263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264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65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66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7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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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vehic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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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vehicles 2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271 victim 1 ['viktim] n.受害人；牺牲品；牺牲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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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voices 1 n.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. abbr.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(=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)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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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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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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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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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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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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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8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84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285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86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87 yoon 2 n. 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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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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