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5 [As It Is] US Reopens Visa, Consular Services in Cuba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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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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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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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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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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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Cuba 6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0 Cubans 6 n.古巴人( Cuban的名词复数 )

11 embassy 6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1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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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Cuban 5 ['kju:bən] n.古巴人 adj.古巴的；古巴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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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gration 5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17 visa 5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18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9 border 4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20 consular 4 ['kɔnsjulə] adj.领事的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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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restrictions 4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3 services 4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4 travel 4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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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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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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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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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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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owev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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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isla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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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4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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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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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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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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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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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1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42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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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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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ssio 2 科西奥

46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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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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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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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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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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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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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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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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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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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58 migrants 2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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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61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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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prioritize 2 vt.给…排出优先级；优先处理；优先考虑

63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64 referring 2 [rɪ'fɜ rːɪŋ] n. 谈及；提交；咨询 动词refer的现在分词.

65 remain 2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66 sanctions 2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67 slowly 2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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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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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talks 2 ['tɔː ks] 会谈

7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2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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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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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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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tourist 2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
77 trav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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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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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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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0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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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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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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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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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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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88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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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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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2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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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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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attractions 1 [ət'rækʃnz] 知名旅游吸引物

96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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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99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100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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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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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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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06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107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08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0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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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112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1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14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5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11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17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1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19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120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21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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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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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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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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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27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28 exports 1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129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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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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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3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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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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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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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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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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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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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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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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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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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150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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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53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54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55 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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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57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58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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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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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3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64 limitations 1 [lɪmɪ'teɪʃnz] n. 局限；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.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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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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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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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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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
172 mexicans 1 n.墨西哥人( Mexican的名词复数 )

173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74 migrating 1 ['maɪɡreɪtɪŋ] n. 迁移 动词mig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5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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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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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7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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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ationality 1 [,næʃən'æliti] n.国籍，国家；民族；部落

182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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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Nicaragua 1 [,nikə'rægjuə; -'rɑ:gwə] n.尼加拉瓜（拉丁美洲一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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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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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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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9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3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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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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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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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198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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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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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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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0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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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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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08 protesters 1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209 protesting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210 punish 1 ['pʌniʃ] vt.惩罚；严厉对待；贪婪地吃喝 vi.惩罚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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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1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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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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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renewal 1 [ri'nju:əl] n.更新，恢复；复兴；补充；革新；续借；重申

217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18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19 reopens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20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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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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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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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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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8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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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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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32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33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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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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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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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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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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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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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onic 1 ['sɔnik] adj.音速的；声音的；音波的

242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243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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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245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246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247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4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49 TENS 1 十位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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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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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5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54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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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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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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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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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9 unexplained 1 [ˌʌnɪk'spleɪnd] adj. 未得到解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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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unsafe 1 [ʌn'seɪf] adj. 不安全的；危险的；靠不住的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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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us 1 pron.我们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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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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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visas 1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267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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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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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271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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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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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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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7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7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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