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2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Millions of Women Lose Birth
Control Services in COVID-19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rt 1 [ə'bɔ:t] vi.流产；堕胎；夭折；发育不全 vt.使流产；使中止 n.中止计划

2 abortion 3 n.流产，堕胎，小产；流产的胎儿；（计划等）失败，夭折

3 abortions 5 [ə'bɔː ʃnz] 反复自然流产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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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6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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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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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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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vocates 1 ['ædvəkeɪt] v. 提倡；主张 n. 拥护者；提倡者；律师；辩护者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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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
13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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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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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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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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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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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4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25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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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7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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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9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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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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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33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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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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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irth 5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38 birthing 1 ['bə:θiŋ] adj.生育的；生育用的；分娩用的 v.出生（birth的ing形式）

39 births 1 英 [bɜːθ] 美 [bɜːrθ] n. 分娩；出生；诞生；血统 v. 分娩；产生 adj. 有血亲关系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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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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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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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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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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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7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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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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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53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54 communism 1 ['kɔmjunizəm] n.共产主义

55 compared 2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56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7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58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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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61 control 4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2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3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5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6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67 Daniela 1 n. 丹妮拉(亦作Danielle)(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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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70 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
71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72 Diana 1 [dai'ænə] n.黛安娜（女子名，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）；月

7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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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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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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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78 draghici 1 德拉吉西

79 drop 2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80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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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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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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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85 es 1 [i:z; es] abbr.回声测深（EchoSounding） n.(Es)人名；(伊朗)Sadine伊兹丁；(英、荷)埃斯；(柬)艾

86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7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88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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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amil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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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92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93 federation 1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94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95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96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97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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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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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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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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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irls 6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03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104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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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07 Haiti 1 ['heiti] n.海地

10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09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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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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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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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4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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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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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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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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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2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1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22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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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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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

125 India 4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26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27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28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29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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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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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ippf 2 abbr.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

13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4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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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36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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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8 Kathryn 1 n. 凯瑟琳

139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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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42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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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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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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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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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7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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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49 limited 3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50 lists 1 ['lists] n.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

151 lockdown 6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5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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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55 mama 1 ['mɑ:mə] n.妈妈（口语） n.(Mama)人名；(多哥、赞、贝宁)马马

156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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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arie 2 ['mɑ: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159 Marion 1 ['mɛəriən] n.马里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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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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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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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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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

166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67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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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SI 1 n. 中规模集成电路

169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70 Mumbai 1 [mʌm'bai] n.孟买（印度城市）

171 necessary 2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72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17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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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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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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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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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80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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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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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rganization 4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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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6 parenthood 1 n.亲子关系；父母身份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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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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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erio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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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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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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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93 planning 3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94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95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196 pregnancies 5 ['preɡnənsi] n. 怀孕；妊娠；含蓄；丰富

197 pregnancy 2 ['pregnənsi] n.怀孕；丰富，多产；意义深长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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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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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01 promotion 1 [prəu'məuʃən] n.提升，[劳经]晋升；推销，促销；促进；发扬，振兴

202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03 provider 1 [prəu'vaidə] n.供应者；养家者

204 providers 1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20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06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07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

20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9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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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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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eported 6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13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214 reproductive 1 [,ri:prə'dʌktiv] adj.生殖的；再生的；复制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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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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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219 Romania 1 [rəu'meinjə] n.罗马尼亚（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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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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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alaam 1 [sə'lɑ:m] n.问安；额手礼 vt.向…行额手礼；向…问候 vi.行额手礼；问候 n.(Salaam)人名；(阿拉伯)萨拉姆

223 same 3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24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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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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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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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ervices 8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30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231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32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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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3 shinde 2 新出(姓,日本)

234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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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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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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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evens 1 ['sti:vnz] n.史蒂文斯（姓氏）

241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242 stopes 2 n.(Stopes)人名；(英)斯托普斯

243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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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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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46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47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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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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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249 Tanzanian 1 [,tænzə'niən] adj.坦桑尼亚的 坦桑尼亚人

250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251 telemedicine 1 ['teli,medisin] n.（通过遥测、电视、电话等方式求诊的）远距离医学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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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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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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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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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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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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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1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6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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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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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7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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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70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7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2 unable 2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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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unintended 1 [ˌʌnɪn'tendɪd] adj. 非计划中的；非故意的

275 unplanned 1 [ˌʌn'plænd] adj. 无计划的；意外的；在计划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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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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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7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80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81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2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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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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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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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7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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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9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90 women 10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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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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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4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95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6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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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