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3 [Arts and Culture] American Sues Movie Companies over
Husband's COVID Death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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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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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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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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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covid 8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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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companies 6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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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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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oodward 6 ['wudwɔ:d] n.森林管理员

13 legal 5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4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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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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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ase 4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17 filming 4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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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production 4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2 safety 4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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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6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7 husband 3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8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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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measures 3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30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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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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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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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atricia 3 [pə'triʃə] n.帕特丽夏（女子名）

34 protective 3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35 saf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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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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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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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4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1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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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arriers 2 ['bæriəz] 障碍

43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4 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45 Caty 2 卡蒂

46 champagne 2 [,ʃæm'pein] n.香槟酒；香槟酒色 n.(Champagne)人名；(法)尚帕涅；(英)尚帕涅

47 crew 2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48 defendants 2 [dɪ'fendənts] n. 被告人 名词defendant的复数形式.

49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50 driver 2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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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frequent 2 ['fri:kwənt, fri'kwent] adj.频繁的；时常发生的；惯常的 vt.常到，常去；时常出入于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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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gross 2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55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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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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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58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59 interview 2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60 lawsuit 2 ['lɔ:sju:t] n.诉讼（尤指非刑事案件）；诉讼案件

61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62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63 negligence 2 ['neglidʒəns] n.疏忽；忽视；粗心大意

64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5 occupancy 2 ['ɔkjupənsi] n.居住；占有；占用

66 passengers 2 旅客

67 Paul 2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6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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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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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72 proj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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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rovincetown 2 ['prɔvins,taun] n.普罗温斯敦（美国马萨诸塞州避暑胜地）

74 recklessness 2 ['reklisnis] n.鲁莽；轻率；不顾一切，不顾后果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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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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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upposed 2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78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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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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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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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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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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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85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86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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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89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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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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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4 alcoholic 1 [,ælkə'hɔlik] adj.酒精的，含酒精的 n.酒鬼，酗酒者

9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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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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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99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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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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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automobile 1 n.汽车 vt.驾驶汽车 [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]

103 availability 1 [ə,veilə'biləti] n.可用性；有效性；实用性

10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05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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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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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09 bubbly 1 ['bʌbli] adj.起泡的；多泡的 n.香槟酒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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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arelessness 1 ['kɛəlisnis] n.粗心大意

112 caution 1 ['kɔ:ʃən] n.小心，谨慎；警告，警示 vt.警告

113 comme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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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15 conscious 1 ['kɔnʃəs] adj.意识到的；故意的；神志清醒的

116 contractors 1 [kɒnt'ræktəz] 承包商

117 corrective 1 [kə'rektiv] adj.矫正的；惩治的 n.矫正物；改善法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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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120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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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23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12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25 disregard 1 [disri'gɑ:d] vt.忽视；不理；漠视；不顾 n.忽视；不尊重

126 disrespectful 1 [disri,spektful] adj.无礼的；失礼的；不尊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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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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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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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30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31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32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133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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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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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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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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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39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0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41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42 flout 1 ['flaut] n.嘲笑；轻视；愚弄 vt.嘲笑；藐视；愚弄 vi.嘲笑；表示轻蔑

143 flouted 1 [flaʊt] v. 藐视；轻视；嘲笑 n. 嘲弄；轻视

144 funeral 1 ['fju:nərəl] n.葬礼；麻烦事 adj.丧葬的，出殡的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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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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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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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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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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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otels 1 霍特尔斯

15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5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156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7 ignoring 1 英 [ɪɡ'nɔː (r)] 美 [ɪɡ'nɔː r] vt. 忽视；不理；不顾

158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5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6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1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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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irresponsible 1 [,iri'spɔnsəbl] adj.不负责任的；不可靠的

164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65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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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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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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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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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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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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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asking 1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175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76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77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78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179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80 nbc 1 [ˌenbiː 'siː ] abbr.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(=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)

181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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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btained 1 [əb't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obtain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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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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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penly 1 adv.公开地；公然地；坦率地

187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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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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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193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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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196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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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9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01 possi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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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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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05 reckless 1 ['reklis] adj.鲁莽的，不顾后果的；粗心大意的 n.(Reckless)人名；(英)雷克利斯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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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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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09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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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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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4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215 rul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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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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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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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17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18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219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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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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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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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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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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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27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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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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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31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232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233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34 sue 1 [sju:, su:] vt.控告；请求 vi.控告；提出请求 n.(Sue)人名；(日)末(名)；(法)休；(英)休(女子教名Susan、Susanna的昵称)

235 sues 1 [su ]ː vt. 控告；起诉 vi. 请求；起诉

236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37 suing 1 [s'ju ɪːŋ] n. 控诉 动词s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8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39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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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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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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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44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45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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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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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49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250 violated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
251 violation 1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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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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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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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8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259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60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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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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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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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5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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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rongful 1 ['rɔŋful, 'rɔ:ŋ-] adj.不正当的；不讲道理的；不合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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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