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8 [As It Is] Vietnam's President Resig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sent 1 ['æbsənt, æb'sent] adj.缺席的；缺少的；心不在焉的；茫然的 vt.使缺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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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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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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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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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0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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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ppointed 1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 appointment 1 [ə'pɔintmənt] n.任命；约定；任命的职位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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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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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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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sembly 1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19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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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3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24 belonging 1 [bi'lɔŋiŋ] n.所有物；行李；附属物

25 branch 1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
26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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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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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binet 1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30 campaign 2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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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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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35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36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37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38 command 1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科
芒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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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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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mmittee 3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42 communicable 1 [kə'mju:nikəbl] adj.可传达的；会传染的；爱说话的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3 communist 2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
44 comrade 1 ['kɔmrid] n.同志；伙伴 n.(Comrade)人名；(尼日利)科姆拉德

45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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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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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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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rruption 2 [kə'rʌpʃən] n.贪污，腐败；堕落

51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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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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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5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56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57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58 deputy 3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59 diplomatic 1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60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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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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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65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66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67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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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70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71 execution 1 [,eksi'kju:ʃən] n.执行，实行；完成；死刑

72 executive 3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73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74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7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76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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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8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79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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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82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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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4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85 growth 2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86 Hanoi 1 [hæ'nɔi] n.河内（越南首都）

87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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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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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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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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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1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92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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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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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95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97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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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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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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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105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06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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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09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1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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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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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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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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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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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18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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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2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22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23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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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26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27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28 membership 1 n.资格；成员资格；会员身份

129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30 minister 3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31 ministers 4 英 ['mɪnɪstə(r)] 美 ['mɪnɪstər] n. 外交使节；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. 照顾；给予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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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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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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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national 4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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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7 nguyen 3 源

138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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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40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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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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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44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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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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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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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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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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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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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154 peck 1 vi.啄食；扔石头；吹毛求疵 vt.啄食；扔 n.许多；配克（容量单位，等于2加仑）；啄痕；快速轻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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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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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hu 1 n.(Phu)人名；(柬)蒲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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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60 politburo 2 [pə'litbjuərəu, 'pɔlit-] n.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）政治局；类似政治局的决策控制机构

161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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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164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65 powerful 2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66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167 praising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168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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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71 prime 5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7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73 quit 2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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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英)奎特

174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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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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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78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
179 resign 1 [ri'zain] vt.辞职；放弃；委托；使听从 vi.辞职 n.辞去职务

180 resignation 1 [,rezig'neiʃən] n.辞职；放弃；辞职书；顺从

181 resigned 3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82 resigns 1 [rɪ'zaɪn] v. 辞职；放弃；顺从；听任

183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84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5 retire 1 [ri'taiə] vi.退休；撤退；退却 vt.退休；离开；收回 n.退休；退隐；退兵信号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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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188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89 ruling 2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190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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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92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93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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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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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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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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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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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199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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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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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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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04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05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6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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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08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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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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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2 superintendence 1 ['sju:pərin'tendəns] n.监督，指挥；管理

213 superior 1 [sju:'piriə, sju:pə-] adj.上级的；优秀的，出众的；高傲的 n.上级，长官；优胜者，高手；长者

214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5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16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17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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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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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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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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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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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26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27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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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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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31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3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33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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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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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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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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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9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240 veto 1 ['vi:təu] n.否决权 vt.否决；禁止 vi.否决；禁止

241 Vietnam 6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242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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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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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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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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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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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1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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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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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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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5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7 wrongdoing 2 ['rɔŋ'du:ŋ, 'rɔ:ŋ-] n.坏事；不道德的行为

258 xuan 2 n. 宣

259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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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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