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2 [As It Is] In Nicaragua, Many Concerned over Press
Freedom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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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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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government 1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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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media 7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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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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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Nicaragua 6 [,nikə'rægjuə; -'rɑ:gwə] n.尼加拉瓜（拉丁美洲一国家）

13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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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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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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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 journalists 5 ['dʒɜːnəlɪsts] n. 记者；新闻工作者(复数)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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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radio 5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20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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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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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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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news 4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 organizations 4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5 pres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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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VOA 4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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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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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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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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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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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independent 3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34 Mendoza 3 [men'dəuzə; -'dɔ:θɑ:] n.门多萨（阿根廷城市）

35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6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37 Ortega 3 奥尔特加（人名） 奥尔特加（地名，阿根廷、哥伦比亚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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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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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)奥韦尔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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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tations 3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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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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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ccused 2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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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48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49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50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1 battery 2 n.[电]电池，蓄电池 n.[法]殴打 n.[军]炮台，炮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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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4 comments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55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56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57 freedoms 2 n. 自由；五大航权（freedom的复数）

58 frequency 2 ['frikwənsi] n.频率；频繁

5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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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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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62 journalist 2 ['dʒə:nəlist] n.新闻工作者；报人；记日志者

63 la 2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64 lack 2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克；
(匈)洛克

65 laundering 2 ['lɔ:ndəriŋ, 'lɑ:n-] n.洗烫 v.洗涤；洗黑钱（laun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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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license 2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68 licenses 2 ['laɪsns] n. 许可证；执照；特许 vt. 发许可证给；特许

69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7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71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72 newspapers 2 [njuːz'peɪpəs] n.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.

73 observers 2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74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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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prensa 2 普伦扎

77 regional 2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78 rez 2 雷兹

79 rul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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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0 rural 2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81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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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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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84 sports 2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第
三人称单数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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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television 2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87 undermine 2 [,ʌndə'main] vt.破坏，渐渐破坏；挖掘地基

88 voic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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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9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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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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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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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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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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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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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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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00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
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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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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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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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4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105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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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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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9 anibal 1 阿尼巴尔

110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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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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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114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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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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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17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节目 adj.广播的

118 broadcasters 1 n.播送设备( broadcaster的名词复数 ); 广播员; 撒播物; 广播公司

119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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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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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aicedo 1 凯塞多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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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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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26 catholic 1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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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8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129 cnn 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30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131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132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33 communicators 1 n.交流者; 通讯器（communicator的复数）

134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3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36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37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138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39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40 Cristina 1 n. 克里斯蒂娜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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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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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4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145 Dar 1 abbr.美国革命女儿会（DaughtersoftheAmericanRevolution） n.(Dar)人名；(英、印、巴基)达尔

146 del 1 [del] n.删除文件；[数]倒三角形 n.(Del)人名；(匈)戴尔；(柬)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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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etained 1 [dɪ'teɪn] vt. 扣留；拘押；耽搁；延误

149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5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52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53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154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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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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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diting 1 n.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8 efe 1 n. 外部场致发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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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61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62 en 1 [en, ɔŋ] n.半方；字母N prep.在…中 n.(En)人名；(芬、柬)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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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spa 1 埃斯帕弹性纤维长丝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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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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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exchanges 1 ['ɪks'tʃeɪndʒs] n.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68 exile 1 ['egzail, 'eksail] n.流放，充军；放逐，被放逐者；流犯 vt.放逐，流放；使背井离乡

16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70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171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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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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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75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6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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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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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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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82 guilty 1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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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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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hern 1 [hə:n] n.苍鹭；青鹭 n.(Hern)人名；(英)赫恩；(西)埃尔恩

186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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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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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
190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91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192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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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4 Isabel 1 ['izəbel] n.伊莎贝尔（人名）

195 Juan 1 [hwɑ:n] n.胡安（男子名）

196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97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9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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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Le 1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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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0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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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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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07 Lorenzo 1 [lɔ'renzəu] n.洛伦佐（男子名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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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magazines 1 ['mæɡəziː nz] 杂志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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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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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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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anagua 1 [mɑ:'nɑ:gwɑ:] n.马那瓜（尼加拉瓜首都）

214 Manuel 1 ['mænjuəl] n.曼纽尔（男子名）；曼努埃尔二世（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）

215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16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217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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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9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220 Nicaraguan 1 adj.尼加拉瓜的 n.尼加拉瓜人

221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2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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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25 offices 1 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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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l 1 abbr.开环（OpenLoop） n.(Ol)人名；(柬)奥

228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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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31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
23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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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236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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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lots 1 英 [plɒt] 美 [plɑ tː] n. 情节；阴谋；图；(小块)土地 v. 密谋；绘图；计划；标示位置

23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0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41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42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24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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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inting 1 ['printiŋ] n.印刷；印刷术

246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4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48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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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ublisher 1 ['pʌbliʃə] n.出版者，出版商；发行人

251 radios 1 英 ['reɪdiəʊ] 美 ['reɪdioʊ] n. 收音机；无线电 v. 用无线电通讯

252 raided 1 [reɪd] n. 突然袭击；突击搜捕；劫掠；集体抛售 v. 劫掠；攫取；突击搜捕；袭击

25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54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25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6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57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58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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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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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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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63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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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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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67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68 Roman 1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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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entenced 1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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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73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274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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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mit 1 abbr.系统管理界面工具（SystemManagementInterfaceTool）；钠离子-肌醇转运蛋白 n.(Smit)人名；(德、罗、俄、南非)斯
米特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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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79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280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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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torage 1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
283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85 sum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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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ur 1 [sə:] prep.根据 abbr.表面（surface）

28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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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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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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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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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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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4 toru 1 ['tɔː ru ]ː 夫勒契尔树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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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97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98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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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us 1 pron.我们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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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02 voces 1 n.（拉）声音；嗓音(vox的变形) n.(Voces)人名；(西)博塞斯

303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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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avelength 1 ['weivleŋθ] n.[物]波长

306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307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0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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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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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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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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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4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315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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