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2 [As It Is] Pandemic Puts New Fears and Trauma on War-
Scarred Bosnia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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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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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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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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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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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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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ppropriate 1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
15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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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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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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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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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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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21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23 attends 1 [ə'tend] v. 出席；参加；照料；注意；专心于

24 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
25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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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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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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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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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ombing 1 ['bɔmiŋ] n.[军]轰炸，[军]投弹 v.轰击；引爆炸弹（bomb的ing形式）

35 Bosnia 2 ['bɔzniə] n.波斯尼亚；波士尼亚

36 Bosnian 6 [bɔzni:ən] adj.波斯尼亚的 n.波斯尼亚人

37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38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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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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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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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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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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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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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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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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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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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erkez 2 切尔凯兹

49 cholera 2 ['kɔlərə] n.[内科]霍乱

50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51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52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53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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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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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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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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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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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reating 2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60 croatia 1 [krəu'eiʃjə] n.克罗地亚（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）

61 danger 2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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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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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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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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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iarrhea 1 [,daiə'riə] n.腹泻，痢疾

67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68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9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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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ownplay 1 ['daunplei] vt.不予重视；将...轻描淡写

72 downplaying 1 [ˌdaʊn'pleɪ] v. 低估；对…轻描淡写；不予重视

73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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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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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7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78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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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quipped 1 [ɪk'wɪpt] v. 装备；整装；预备 vbl. 装备；整装；预备

8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82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83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84 experience 4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85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86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7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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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exploding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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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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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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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arful 1 ['fiəful] adj.可怕的；担心的；严重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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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96 figh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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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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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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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02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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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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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oran 1 [gə'rɑːn] 戈伦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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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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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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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1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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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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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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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15 health 8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6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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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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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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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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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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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llnesses 1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12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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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6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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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29 indoors 1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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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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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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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formationtechnolog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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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35 killed 3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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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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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39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0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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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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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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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4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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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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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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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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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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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155 memories 2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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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ental 7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58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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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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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6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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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ortars 1 英 ['mɔː tə(r)] 美 ['mɔː rtər] n. 臼；研钵；[军]迫击炮 n. 灰泥；灰浆 v. 用灰泥涂抹；用灰泥结合

165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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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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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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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69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7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71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172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73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17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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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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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78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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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181 novel 1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182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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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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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6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8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89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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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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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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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3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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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95 pandemic 10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6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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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erceive 2 [pə'si:v] vt.察觉，感觉；理解；认知 vi.感到，感知；认识到

199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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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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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02 plague 2 [pleig] n.瘟疫；灾祸；麻烦；讨厌的人 vt.折磨；使苦恼；使得灾祸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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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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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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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07 psychological 2 [,psaikə'lɔdʒikəl] adj.心理的；心理学的；精神上的

208 psychologically 1 [,psaikə'lɔdʒikəli] adv.心理上地；心理学地

209 psychologist 2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210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211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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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1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4 rats 1 [ræts] int.胡说；瞎扯 n.[脊椎]鼠；卑鄙之人（rat的复数） v.捕鼠；出卖（rat的三单形式） n.(Rats)人名；(俄)拉茨

21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6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7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18 reform 1 [ri'fɔ:m] n.改革，改良；改正 vt.改革，革新；重新组成 vi.重组；改过 adj.改革的；改革教会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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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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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21 relevant 2 adj.相关的；切题的；中肯的；有重大关系的；有意义的，目的明确的

222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23 remind 1 [ri'maind] vt.提醒；使想起

224 reminded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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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27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28 risks 2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29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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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arajevo 2 [,særə'jeivəu; ,sɑ:'rɑ:jevɔ:] n.萨拉热窝（位于南斯拉夫中部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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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carred 1 ['skaː d] adj. 有疤痕的 动词sc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3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34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35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36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37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38 separation 1 [,sepə'reiʃən] n.分离，分开；间隔，距离；[法]分居；缺口

239 Serbia 1 ['sə:biə] n.塞尔维亚（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）

240 serious 3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41 seriously 2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42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43 shand 2 n. 尚德

244 shaping 1 ['ʃeɪpɪŋ] n. 成形；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.

245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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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7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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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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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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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53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54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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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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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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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59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60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61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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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urvived 3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264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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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66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26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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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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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0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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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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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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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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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erapy 3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276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7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8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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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8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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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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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84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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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87 tihana 1 蒂哈娜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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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ired 2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90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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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1 tole 1 [təul] n.金属薄片；马口铁 n.(Tole)人名；(塞)托莱

29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93 trauma 4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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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9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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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9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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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03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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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05 vomiting 1 ['vɔmitiŋ] v.呕吐（vomit的ing形式）

306 war 1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0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8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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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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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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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0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11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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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1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4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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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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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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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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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2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2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23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32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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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zdenka 1 兹登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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