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0 [As It Is] World Food Program Wins Nobel Peace Prize
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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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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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4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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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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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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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0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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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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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dersen 1 ['ændəsn] n.安徒生（丹麦的童话作家）

16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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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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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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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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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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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ward 4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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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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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asley 2 n. 比斯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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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rit 1 贝丽特

29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30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1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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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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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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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3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7 chaos 2 n.混沌，混乱 n.(Chaos)人名；(西)查奥斯

38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9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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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mmittee 5 [kə'miti] n.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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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2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43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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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46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47 confusion 1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
48 cooperation 2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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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51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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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redited 1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
54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56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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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59 deserve 2 [di'zə:v] vi.应受，应得 vt.应受，应得

60 deserved 1 [di'zə:vd] adj.应得的；理所当然的 v.值得；应得；应受报答（de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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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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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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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isorder 1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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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7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68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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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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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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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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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5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6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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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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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xtremes 1 [ɪkst'riː mz] n. 极端事物 名词extreme的复数形式.

80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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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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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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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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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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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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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86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87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88 food 8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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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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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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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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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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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96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9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98 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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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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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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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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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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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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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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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07 hung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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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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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0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11 interjection 1 [,intə'dʒekʃən] n.[语]感叹词；插入语；突然的发声

112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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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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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5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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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8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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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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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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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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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ogistical 1 adj.后勤方面的；运筹的，逻辑的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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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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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medal 1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127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28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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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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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32 mode 2 [məud] n.模式；方式；风格；时尚 n.(Mode)人名；(德、英、法、乍、瑞典)莫德

133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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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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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7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8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39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0 Niger 1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141 Nobel 6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142 Norwegian 2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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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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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146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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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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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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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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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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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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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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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55 peace 4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15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7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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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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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rize 2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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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rogram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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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rogramme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计划，规划；节目；程序 vi.编程序；制作节目 vt.规划；拟…计划

164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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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6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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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70 reiss 1 n. 赖斯

17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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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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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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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6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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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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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78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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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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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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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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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hutdown 1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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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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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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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8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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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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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pecialized 1 ['speʃəlaizd] adj.专业的；专门的 v.专攻（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…专门化；详细说明

192 speechless 1 ['spi:tʃlis] adj.说不出话的；哑的；非言语所能表达的

193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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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tarving 1 ['stɑːvɪŋ] adj. 饥饿的 动词star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6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97 Stockholm 1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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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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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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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3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204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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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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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7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0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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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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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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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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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4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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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16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17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18 un 2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219 unbelievable 1 [,ʌnbi'li:vəbl] adj.难以置信的；不可信的

220 underfund 2 [,ʌndə'fʌnd] vt.对…提供的资金不足

22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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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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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2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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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28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2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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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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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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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fp 6 abbr. World Food Program(me)(联合国)世界粮食计划署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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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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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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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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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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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241 wishes 1 [wɪʃ] v. 希望；想要 n. 愿望；命令；渴望；祝颂（表达这个意思时，常用复数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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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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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4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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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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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8 world 1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49 wow 5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
25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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