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1 [As It Is] African Cyclists Try to Make the Continent
More Bike-Friendl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djan 2 [,æbi'dʒɑ:n] n.阿比让（科特迪瓦首都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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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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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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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ivist 3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6 activists 2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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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vocacy 2 ['ædvəkəsi] n.主张；拥护；辩护

9 advocate 1 ['ædvəkeit, 'ædvəkət] vt.提倡，主张，拥护 n.提倡者；支持者；律师

10 afford 2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11 Africa 4 ['æfrikə] n.非洲

12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3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4 again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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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8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9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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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5 andy 2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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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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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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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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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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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33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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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avoid 2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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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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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ginners 1 零起点

40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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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2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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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icycle 5 ['baisikl] n.自行车 vi.骑脚踏车 vt.骑自行车运送

45 bicycles 2 ['baɪsɪkl] n. 自行车 vi. 骑自行车

46 bike 3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
47 bikes 2 [baɪk] n. 自行车；脚踏车；摩托车 vi. 骑自行车

48 biking 1 [baɪk] n. 自行车；脚踏车；摩托车 vi. 骑自行车

49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50 Botswana 1 [bɔ'tswɑ:nə] n.博茨瓦纳（非洲中南部国家）

51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52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53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54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5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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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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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yc 1 Baltimore Yacht Club 巴尔的摩游艇俱乐部

59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60 campaigning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61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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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pe 2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63 capit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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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65 cars 2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6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67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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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70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7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2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73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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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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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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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ntinent 3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78 contribute 2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contributing]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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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sta 6 ['kɔstə] n.[解剖]肋骨；叶脉；[昆]前缘脉 n.(Costa)人名；(希、印尼、西、芬、罗、葡、加纳、德、意、英、法)科斯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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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oulibaly 1 库利巴利

8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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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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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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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87 critical 2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88 crowded 3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89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90 cyclable 1 ['sɪkleɪbl] adj. 适合骑自行车的; 为骑自行车设计的

91 cycle 2 ['saikl] n.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整套；一段时间 vt.使循环；使轮转 vi.循环；骑自行车；轮转

92 cycled 1 ['saɪkld] adj. 循环的；周期性的 v. 骑自行车（cyc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3 cycling 13 ['saikliŋ] n.骑脚踏车消遣；骑脚踏车兜风

94 cyclists 5 ['saɪklɪsts] 运动员

95 cyprine 1 ['sɪpriː n] 青符山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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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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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9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00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10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2 didier 1 迪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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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05 district 3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06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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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08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09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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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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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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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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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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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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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8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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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21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2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123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124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5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26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27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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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ueled 1 [fjuːədl] adj.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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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31 Gabriel 1 ['geibriəl; 'gɑ:bri:'el] n.加布里埃尔（男子名）；加百利（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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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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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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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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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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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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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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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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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44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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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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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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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49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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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52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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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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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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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7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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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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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1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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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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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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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Ivorian 2 ['aivəriən] adj.象牙海岸的 象牙海岸人

167 ivory 1 ['aivəri] n.象牙；乳白色；长牙 adj.乳白色的；象牙制的 n.(Ivory)人名；(英)艾沃里

168 jacques 1 [ʒɑ:k,dʒeks] n.雅克（男子名）

169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70 Kampala 1 [kɑ:m'pɑ:lə] n.坎帕拉（乌干达首都）

171 Kenya 2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72 kenyans 1 肯尼亚人

173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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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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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77 lane 1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
178 lanes 6 拉纳

179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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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81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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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84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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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8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88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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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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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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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93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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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95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6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97 mass 2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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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yor 3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200 mayors 2 n.（民选的）市长( mayor的名词复数 ); 镇长; （英格兰、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由议员选举产生的）镇长

201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02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203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04 minibus 1 ['minibʌs] n.面包车（等于microbus）；小型公共汽车；中客车 vi.乘中客车

205 minibuses 1 ['mɪnibʌs] n. 小型公共汽车；小面包车

20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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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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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airobi 6 [naiə'rəubi] n.内罗比（肯尼亚首都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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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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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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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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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17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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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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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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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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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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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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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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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28 operators 1 ['ɒpəreɪtəz] n. 操作员；管理者；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.

229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230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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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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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34 organizer 1 ['ɔ:gənaizə] n.组织者；承办单位；[生物]组织导体

23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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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ainted 1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238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39 parliament 1 ['pɑ:ləmənt] n.议会，国会

240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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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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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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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edals 1 ['pedlz] n. 踏板；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.

245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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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48 plateau 1 ['plætəu, plæ't-] n.高原；稳定水平；托盘；平顶女帽 vi.达到平衡；达到稳定时期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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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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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52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53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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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56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57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58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59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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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1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262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63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65 ride 4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266 rides 2 [raɪd] v. 骑；乘 n. 交通工具；骑；乘车；搭便车

267 riding 1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268 road 2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69 roads 2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270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71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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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74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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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6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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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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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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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0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81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82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83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84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85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286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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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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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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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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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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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94 sport 1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295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96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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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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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treets 2 [st'riː ts] 街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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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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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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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03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04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05 tend 2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306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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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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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1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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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13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14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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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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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7 town 4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18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19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320 transportation 3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321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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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2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5 Ugandan 1 [ju:'gændən] adj.乌干达的；乌干达人的 n.乌干达人

326 us 1 pron.我们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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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9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30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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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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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videos 2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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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37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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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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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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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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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34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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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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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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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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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35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1 women 5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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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3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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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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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5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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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