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2-1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N Aims to End Female Genital
Mutilation by 20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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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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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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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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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9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0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1 advocacy 1 ['ædvəkəsi] n.主张；拥护；辩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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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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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6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17 agencies 2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8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9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20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21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22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3 amadou 1 ['æmədu:] n.火绒（止血和引火用） n.(Amadou)人名；(阿拉伯、法、几、尼日尔、科特)阿马杜

2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7 and 2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8 Anne 2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29 annika 1 n. 安妮卡

30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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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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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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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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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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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ball 2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37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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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0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1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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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44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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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47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48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49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0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51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52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53 bladder 1 ['blædə] n.膀胱；囊状物，可充气的囊袋

54 bleeding 1 ['bli:diŋ] n.出血；渗色 adj.流血的；同情的 v.出血；渗出（bleed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疼痛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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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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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58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59 Burkina 1 英 [bɜː'kiː nə] 美 [bɜːr'kiː nə] n. 布基纳法索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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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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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63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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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re 2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65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66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7 cheat 1 [tʃi:t] vt.欺骗；骗取 vi.欺骗；作弊 n.欺骗，作弊；骗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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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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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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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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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74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75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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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77 countries 9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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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80 custom 2 n.习惯，惯例；风俗；海关，关税；经常光顾；[总称]（经常性的）顾客 adj.（衣服等）定做的，定制的

81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
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82 cutting 2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83 damaging 2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84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5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86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87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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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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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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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east 2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92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93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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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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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97 emotional 2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98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99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s] 美 [ɪn'fɔː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10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01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02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03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04 executi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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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6 external 2 [ik'stə:nəl] adj.外部的；表面的；[药]外用的；外国的；外面的 n.外部；外观；外面

107 extremely 2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08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109 Faso 1 n.(Faso)人名；(意)法索

110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11 females 2 ['fiː meɪlz] 女性

112 Ferro 5 n.西班牙耶劳岛的旧称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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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gm 14 =Field Guided Missile 野战制导导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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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117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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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20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21 Gambia 1 ['gæmbiə] n.冈比亚

122 Geneva 1 [dʒi'ni:və] n.日内瓦（瑞士西南部城市）



123 genital 4 ['dʒenitl] adj.生殖的；生殖器的 n.生殖器；外阴部

124 genitalia 1 [,dʒeni'teiljə] n.[解剖]生殖器，外阴部

125 genitals 2 ['dʒenitəlz] n.生殖器；外阴部

126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27 girls 8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2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29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30 grassroots 2 adj.基层的；草根的；乡村的 n.草根；基础；组织的骨干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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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33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34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135 guinea 1 ['gini] n.几内亚；基尼（英国旧时金币名）

136 halting 1 ['hɔ:ltiŋ] adj.犹豫的；蹒跚的；跛的 v.停止；蹒跚；犹豫（halt的ing形式）

137 hammerschlag 1 n. 哈默施拉格

138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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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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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2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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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45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4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47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8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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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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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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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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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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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5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56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57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58 infertility 1 [,infə'tiliti] n.不毛；不肥沃；贫瘠

15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0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61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2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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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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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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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5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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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67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168 leads 2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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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eone 1 [li'əuni] n.利昂（塞拉利昂货币单位） n.(Leone)人名；(英、葡、德、意)莱昂内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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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173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74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175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76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77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78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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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li 1 ['mɑ:li] n.（印度）私人雇用的土著男子园丁（等于malee或malie）

18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2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183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84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5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86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87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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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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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onica 1 ['mɔnikə] n.莫尼卡（女子名）

191 Moreau 2 莫罗 n.(Moreau)人名；(德、英、法、西、葡)莫罗

192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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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94 mutilation 4 [,mju:ti'leiʃən] n.毁损；残缺；切断

19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96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98 necessitated 1 [nə'sesɪteɪt] v. 使 ... 成为必需； 迫使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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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iger 1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201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0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03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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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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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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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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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1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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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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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14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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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16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217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18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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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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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223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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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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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7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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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29 physical 3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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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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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2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3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4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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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37 practice 1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38 practiced 1 ['præktist] adj.熟练的；有经验的；老练的（等于practised）

239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40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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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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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sychological 3 [,psaikə'lɔdʒikəl] adj.心理的；心理学的；精神上的

245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46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

247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8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
249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250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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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53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54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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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57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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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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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1 schlein 1 施莱因

262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63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6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65 senegal 1 [,senə'gɔ:l] n.塞内加尔（非洲国家）

266 sex 3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267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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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8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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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hrinking 1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71 sierra 1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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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74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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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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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78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79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80 stori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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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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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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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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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upportive 1 [sə'pɔ:tiv] adj.支持的；支援的；赞助的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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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88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

289 ter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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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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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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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4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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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96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7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8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99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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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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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1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0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3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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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06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307 uncommon 1 [,ʌn'kɔmən] adj.不寻常的；罕有的 adv.非常地

308 undergone 1 [ʌndə'gɔ:n] v.经历（undergo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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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urine 2 ['juərin] n.尿

311 us 1 pron.我们

31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3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314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15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31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7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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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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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2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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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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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25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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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7 widespread 3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28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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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

331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32 women 4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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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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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3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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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2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34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