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5 [As It Is] Humanitarian Aid Work Hurt by Coronavirus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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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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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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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od 16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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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program 9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2 Yemen 8 ['jemən] n.也门（西南亚国家）

13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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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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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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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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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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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umanitarian 6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21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2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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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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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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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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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oronavirus 5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27 locusts 5 小车蝗虫

28 Nepal 5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29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0 Sharma 5 n. 夏尔马

31 swarms 5 英 [swɔːm] 美 [swɔːrm] n. 群；蜂群 v. 云集；充满

32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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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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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format 4 ['fɔ:mæt] n.格式；版式；开本 vt.使格式化；规定…的格式 vi.设计版式

35 giving 4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36 insect 4 ['insekt] n.昆虫；卑鄙的人

37 insects 4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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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mohamud 4 马哈茂德

40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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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2 Somalia 4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43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5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6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7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8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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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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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e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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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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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ifficult 3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54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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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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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58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59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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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insecurity 3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
62 July 3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63 made 3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64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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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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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must 3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什
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67 Nepalese 3 [,nepɔ:'li:z; -pə-] n.尼泊尔人 adj.尼泊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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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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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71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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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round 3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73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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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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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

76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77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78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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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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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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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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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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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griculture 2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85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8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87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88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8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90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91 Borders 2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92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93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94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95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6 civil 2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97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98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99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00 crop 2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101 destroying 2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10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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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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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empty 2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06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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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xpects 2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0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0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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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2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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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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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15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

116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17 manages 2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118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19 meal 2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120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21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22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23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24 ocha 2 (=ochratoxin A) 赭曲毒素A

125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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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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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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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poverty 2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129 quarantine 2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130 rewarding 2 [ri'wɔ:diŋ] adj.有益的，值得的；有报酬的，报答的

131 room 2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132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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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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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35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36 shelter 2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137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38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39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40 slow 2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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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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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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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square 2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145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46 stomach 2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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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4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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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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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15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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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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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worsened 2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ːr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157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15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59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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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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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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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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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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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67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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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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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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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1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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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17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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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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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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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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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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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blankets 1 ['blæŋkɪt] n. 毛毯；覆盖物；排字版 vt. 覆盖；用毯子裹；扑灭；挡风；使包含 adj. 包含所有的；适用于所有情形的

183 blockades 1 英 [blɒ'keɪd] 美 [blɑː'keɪd] n. 【C】封锁；阻碍物 vt. 封锁；挡住

184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185 bonilla 1 n. 博尼拉

186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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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188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89 Caty 1 卡蒂

190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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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3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194 cholera 1 ['kɔlərə] n.[内科]霍乱

195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196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 ɡ] 美 ['kɑːliː ɡ] n. 同事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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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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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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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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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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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coordination 1 [kəu,ɔ:di'neiʃən] n.协调，调和；对等，同等

204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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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206 countless 1 ['kauntlis] adj.无数的；数不尽的

20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208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209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21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211 darkened 1 ['daː kənd] adj. 昏黑的 动词dark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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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214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215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216 dengue 1 ['deŋgi] n.[内科]登革热 n.(Dengue)人名；(葡、刚(布))登格

21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218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219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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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1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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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disasters 1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224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225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226 donated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227 dr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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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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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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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232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233 ecology 1 [i:'kɔlədʒi] n.生态学；社会生态学

234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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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3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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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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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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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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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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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24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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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249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5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251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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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25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55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256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257 fever 1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258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259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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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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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263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264 gathers 1 英 ['ɡæðəz] 美 ['ɡæðərz] n. 衣褶

265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66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67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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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69 governmental 1 [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的；政治的；统治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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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grasshopper 1 ['grɑ:s,hɔpə, 'græs-] n.蚱蜢；[植保]蝗虫；小型侦察机 vi.见异思迁；蚱蜢似地跳

272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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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75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276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277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278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79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0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81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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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3 hotspot 1 ['hɒtspɒt] n. 热点；热区

284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285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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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88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289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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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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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293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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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instructions 1 n.指令；说明（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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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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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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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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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2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303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304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305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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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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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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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leslie 1 ['lesli:; 'lez] n.莱斯利（男子名）

310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311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312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313 locust 1 ['ləukəst] n.[植保]蝗虫，[昆]蚱蜢

314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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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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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metric 1 ['metrik] adj.公制的；米制的；公尺的 n.度量标准

319 Mohamed 1 n. 穆罕默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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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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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323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24 Nairobi 1 [naiə'rəubi] n.内罗比（肯尼亚首都）



32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6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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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29 neera 1 尼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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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332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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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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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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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offices 1 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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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40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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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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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344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345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46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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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349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350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351 physic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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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physiology 1 [,fizi'ɔlədʒi] n.生理学；生理机能

353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354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355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

35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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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359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360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361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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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64 remembers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36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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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36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

369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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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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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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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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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376 skies 1 [skaiz] n.天空（sky的复数） v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；飞涨（sk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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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79 somalis 1 [sə'maː li] n. 索马里人 adj. 索马里的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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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sonia 1 ['səunjə] n.索尼亚（女子名）

382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8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84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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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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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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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8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389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90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91 swarm 1 [swɔ:m] vi.挤满；成群浮游；云集 n.蜂群；一大群 vt.挤满；爬

392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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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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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5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96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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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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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40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01 tomato 1 [tə'mɑ:təu, -'mei-] n.番茄，西红柿

402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403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40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0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06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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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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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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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

412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413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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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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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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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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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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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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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42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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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5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42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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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