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1 [As It Is] US Pays to Clean Up Agent Orange Used in
Vietnam War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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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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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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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8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9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gent 5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11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2 aler 1 阿勒

13 Algeria 1 [æl'dʒiəriə] n.阿尔及利亚（北非国家）

14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1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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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20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1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2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 announcement 2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4 Ant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男子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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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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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8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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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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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32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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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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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37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38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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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ien 2 n.好事 n.(Bien)人名；(法)比安；(英、德、西、捷)比恩

41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42 blinken 1 n. 布林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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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44 bombings 1 ['bɒmɪŋz] 轰炸

45 bombs 1 英 [bɒm] 美 [bɑːm] n. 炸弹 vt. 轰炸；投弹于 vi. 投弹；失败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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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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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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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ncers 1 ['kænsəz] 肿瘤

50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1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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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emical 2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54 chemicals 2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55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5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57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58 cle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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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leanup 2 ['kli:nʌp] n.清除；暴利；清扫工作；第四防守位置 adj.第四位击球员的

60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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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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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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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mitment 2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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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moros 1 ['kɔmə,rəuz] n.科摩罗（伊斯兰联邦共和国，首都莫洛尼Moroni，位于非洲）

67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68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9 contamination 2 [kən,tæmi'neiʃən] n.污染，玷污；污染物

70 contract 2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71 cooperation 2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72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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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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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76 da 2 [dɑ:] n.（俄）是，是的；爸爸（等于dad） n.(Da)人名；(柬)达

77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78 December 3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79 defect 1 ['di:fekt, di'f-, di'fekt] n.缺点，缺陷；不足之处 vi.变节；叛变

80 defects 1 ['diː fekts] n. 不合格品 名词defect的复数形式.

81 denies 1 [dɪ'naɪ] vt. 否认；拒绝承认；拒绝给予；自制

82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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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5 dioxin 2 [dai'ɔksin] n.二氧（杂）芑

86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7 disagreements 1 [dɪsəɡ'riː mənts] 分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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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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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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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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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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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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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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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9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00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01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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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inalizing 1 ['faɪnəlaɪzɪŋ] adj. 最后的 动词finalize的现在分词.

104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05 foliage 1 ['fəuliidʒ] n.植物；叶子（总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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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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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10 freedom 3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111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2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13 grubbs 2 n. 格拉布斯

114 Haiphong 1 ['hai'fɔŋ] n.海防（越南）

115 Hanoi 1 [hæ'nɔi] n.河内（越南首都）

116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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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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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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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rbicide 2 ['hə:bisaid, 'ə:-] n.[农药]除草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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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23 hoa 2 abbr. 手别碰-自动的(=Hands Off-Automatic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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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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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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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29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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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1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32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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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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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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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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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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egacies 1 ['leɡəsi] n. 遗赠物；先人或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 adj. [计算机]旧系统的

138 legacy 1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139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40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141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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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anufacture 1 [,mænju'fæktʃə] n.制造；产品；制造业 vt.制造；加工；捏造 vi.制造

144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145 mechanism 1 ['mekənizəm] n.机制；原理，途径；进程；机械装置；技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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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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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inistry 3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4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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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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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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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Nang 2 n.(Nang)人名；(朝)娘；(越)能；(赤几)南

154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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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57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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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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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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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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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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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range 5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16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8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69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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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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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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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poisonous 1 ['pɔizənəs] adj.有毒的；恶毒的；讨厌的

174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17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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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77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78 practicing 1 ['præktisiŋ] adj.在工作的，开业的 v.练习（practice的ing形式）

179 prisoners 2 服刑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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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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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roject 3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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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urity 1 ['pjuəriti] n.[化学]纯度；纯洁；纯净；纯粹 n.(Purity)人名；(肯)普丽蒂

185 p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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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8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8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9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90 religion 2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191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192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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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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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196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197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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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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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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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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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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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04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0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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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08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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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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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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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214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15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16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217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18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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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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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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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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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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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5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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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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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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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30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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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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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33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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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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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236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237 tr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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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3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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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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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us 1 pron.我们

243 usaid 2 abbr.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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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46 Vietnam 13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247 Vietnamese 1 [,vjetnə'mi:z] n.越南人；越南语 adj.越南的；越南人的

248 violations 1 [vaɪə'leɪʃnz] n. 侵害，违反（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49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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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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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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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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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wat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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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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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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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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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59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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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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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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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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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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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26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8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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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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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