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5 [As It Is] Lebanon Faces Drug Shortage, Economic Crisis
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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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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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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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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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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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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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kiki 1 阿基基

9 al 2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巴
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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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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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el 1 [医] 航空医学设备实验室

13 amin 1 abbr.最小声幅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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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nouncement 2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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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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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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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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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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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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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6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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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29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30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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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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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4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5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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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irut 2 [bei̍ ru:t] n.贝鲁特（黎巴嫩一港口）

38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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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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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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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lat 1 [blæt] vi.（小牛，小羊）咩咩叫；嚷嚷着说 vt.嚷嚷着说；脱口说出；透露 n.咩咩的叫声；粗嘎的声音 n.(Blat)人名；(法)布
拉；(西)布拉特

43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4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4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46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47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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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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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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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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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4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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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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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haos 2 n.混沌，混乱 n.(Chaos)人名；(西)查奥斯

57 chiefs 1 n. 首领（chief的复数）

58 civi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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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llapsing 1 [kə'læpsɪŋ] n. 毁坏(压扁；折叠；伸缩)

60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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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3 competitors 1 [kəm'petɪtəz] 竞争对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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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ntrolled 2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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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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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untr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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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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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estroying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71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72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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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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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6 dollar 3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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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rug 8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79 drugs 10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80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81 economic 5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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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84 empt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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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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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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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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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nlargement 1 [in'lɑ:dʒmənt] n.放大；放大的照片；增补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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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state 3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90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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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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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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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94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5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96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97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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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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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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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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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04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05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6 foreign 2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0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8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0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0 fueled 1 [fjuːədl] adj.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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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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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ghassan 1 加桑

114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15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16 gout 2 [gaut] n.[遗][外科]痛风；一滴；一团 n.(Gout)人名；(法)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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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19 grandfather 1 ['grænd,fɑ:ðə] n.祖父；始祖 vt.不受新规定限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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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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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24 harb 2 哈尔卜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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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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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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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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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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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ea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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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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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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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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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oard 1 [hɔ:d] vi.积聚钱财；贮藏货物 vt.贮藏 n.贮藏物 n.(Hoard)人名；(英)霍尔德

136 hoarding 1 ['hɔ:diŋ] n.[贸易]囤积；贮藏；临时围墙 v.贮藏（hoard的ing形式）

137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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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40 import 1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141 importers 2 n. 进口商（importer的复数形式）

142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143 impose 1 [im'pəuz] vi.利用；欺骗；施加影响 vt.强加；征税；以…欺骗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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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5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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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48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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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151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2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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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4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55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6 joints 1 [dʒɔɪnt] adj. 联合的；共同的；连带的；合资的 n. 关节；接头；接合处；接缝；夜总会 v. 贴合；连接

157 keep 3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58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59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60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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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63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64 Lebanese 5 [,lebə'ni:z] adj.黎巴嫩的 n.黎巴嫩人

165 Lebanon 9 ['lebənən] n.黎巴嫩（西南亚国家，位于地中海东岸）

166 lifting 1 ['liftiŋ] adj.举起的，起重的 n.举起，起重；提高，上升 v.举起，抬起（lift的ing形式）

167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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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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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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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mahmoud 4 n. 马哈茂德

172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73 malak 1 n. 迈莱克(在沙特阿拉伯；东经 40º32' 北纬 20º20')

17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5 market 5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76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77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178 militia 1 [mi'liʃə] n.民兵组织；自卫队；义勇军；国民军

179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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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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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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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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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187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8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89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0 nurse 2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斯

191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192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93 occupation 1 [,ɔkju'peiʃən] n.职业；占有；消遣；占有期

194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5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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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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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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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01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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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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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rder 3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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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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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208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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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ainkillers 1 n.止痛药( painkiller的名词复数 )

211 panic 2 ['pænik] n.恐慌，惊慌；大恐慌 adj.恐慌的；没有理由的 vt.使恐慌 vi.十分惊慌 n.(Panic)人名；(罗)帕尼克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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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214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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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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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harmacies 1 英 ['fɑːməsi] 美 ['fɑ rːməsi] n. 药房；药剂学

217 pharmacist 1 ['fɑ:məsist] n.药剂师

218 pharmacists 2 ['fɑːməsɪsts] 药剂师

219 pharmacy 1 ['fɑ:məsi] n.药房；配药学，药剂学；制药业；一批备用药品

220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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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ound 1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
223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224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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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227 prices 3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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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30 profession 3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
231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32 providers 1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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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5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236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37 real 3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38 reforms 1 英 [rɪ'fɔː m] 美 [rɪ'fɔː rm] n. 改革；改良 v. 改革；革新；改造

239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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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42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243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44 rita 1 ['ri:tə] n.丽塔（女子名）

245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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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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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249 savings 1 ['seiviŋz] n.储蓄；存款；救助；节省物（saving的复数形式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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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2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53 searched 1 ['sɜ tːʃt]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，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

254 secretly 1 ['si:kritli] adv.秘密地；背地里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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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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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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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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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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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0 shelf 1 n.架子；搁板；搁板状物；暗礁

261 shelves 1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2 shortage 4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6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6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65 smuggling 2 ['smʌgliŋ] n.走私 v.走私 偷运

266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67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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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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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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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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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73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74 stores 2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75 storing 1 ['stɔ:riŋ] n.储存；保管 v.储存；供应（store的ing形式） adj.存储的

276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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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ubsidies 3 ['sʌbsədi] n. 津贴；补助金

279 subsidized 1 ['sʌbsɪdaɪz] vt. 给与补助金或奖助金；贿赂

280 subsidy 1 ['sʌbsidi] n.补贴；津贴；补助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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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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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8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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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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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9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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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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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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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97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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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8 toes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n. 脚趾；足尖 vt. 趾触；趾踢 vi. 踮着脚尖走 abbr. 吨油当量（=Ton Oil Equivalent）

299 traders 1 商人

300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301 unavailable 1 [ˌʌnə'veɪləbl] adj. 得不到的；没空的；不能利用的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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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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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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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value 2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06 Viviane 1 维维亚娜

307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08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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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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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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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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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31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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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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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8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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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2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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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32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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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6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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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