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11-21 [As It Is] Pandemic Draws More Latin American Poor
into the Banking System 词汇表
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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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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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ount 7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4 accounts 3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5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6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8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9 advise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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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
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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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i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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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lberto 1 n.阿尔贝托（阿塞拜疆教练）
14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1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6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7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8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19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0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1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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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3 app 2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24 application 2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25 apps 1 n.应用程序，应用软件；应用服务
26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7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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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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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31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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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3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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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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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34

August

35

bank

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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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nk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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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 Banks 5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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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40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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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2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43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44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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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特
46

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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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ogota 1 [bəugə'ta] n.波哥大（哥伦比亚首都）
48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49 bother 2 ['bɔðə] vt.烦扰，打扰；使……不安；使……恼怒 vi.操心，麻烦；烦恼 n.麻烦；烦恼
50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51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52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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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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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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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56 cash 1 [kæʃ] n.现款，现金 vt.将…兑现；支付现款 n.(Cash)人名；(英)卡什
57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58 citizens 2 ['sɪtɪzənz] 公民
59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47
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61 Colombia 3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62 Colombians 1 n.哥伦比亚人( Colombian的名词复数 )
63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64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65 cos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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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67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68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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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的

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70 created 2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71 crisis 4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72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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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9

迪尔

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75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7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77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78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79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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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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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mestic 2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81 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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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82

draws

1 [drɔːz] n. 拉；吸入；抽取 名词draw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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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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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rive

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5 earns 1 英 [ɜːn] 美 [ɜːrn] vt. 赚得；赢得；获得
86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87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8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8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90 eighty 1 ['eiti] n.八十；八十岁；八十年代 adj.八十的，八十个的；八十岁的 num.八十
91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92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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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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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9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96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97 expense 1 [ik'spens] n.损失，代价；消费；开支 vt.向…收取费用 vi.被花掉
98 expenses 1 [ɪks'pensɪz] n. 费用；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.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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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佩
100

fall

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ee 1 [fi:] n.费用；酬金；小费 vt.付费给…… n.(Fee)人名；(英、柬)菲
102 fees 2 n.[会计]费用（fee的复数）；规费 n.(Fees)人名；(德、法)费斯
103 fierro 2 n. 菲耶罗(在美国；西经 108º05' 北纬 32º51')
104 financial 5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105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06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10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08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109 fourteen 1 num.十四；十四个；第十四 n.十四的记号；十四岁；十四点钟；十五世纪
110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11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101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GDP 2 [ˌdʒiːdiː'piː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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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15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16 g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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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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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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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120 government 6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21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122 gross 2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119
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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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guez 1 格斯
126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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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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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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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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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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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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

普

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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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nando 1 n. 赫南多(在美国；西经 82º23' 北纬 28º54')
134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35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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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2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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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138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136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140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41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142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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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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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44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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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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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ernet 2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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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51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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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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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oined 2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153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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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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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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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156 Latin 5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157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15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59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160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161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162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163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164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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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liliana 1 n. 利利安娜
166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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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1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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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

living

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
(英)利文
170

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Luis 1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172 mahesh 1 n. 马赫什
173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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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75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176 meals 1 [miː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177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178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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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180 money 1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18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82 monthly 2 ['mʌnθli] adj.每月的，每月一次的；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.月刊 adv.每月，每月一次
18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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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74

以)莫雷
185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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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187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8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18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19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191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92 never 4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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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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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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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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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200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201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202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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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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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online 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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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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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organizations 1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208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209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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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

灭；驱逐
2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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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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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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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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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215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16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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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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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Peru 2 [pə'ru] n.秘鲁（拉丁美洲国家名）
219 Peruvian 1 [pə'ru:vjən] adj.秘鲁人的；秘鲁的 n.秘鲁人
220 peruvians 1 n.秘鲁人( Peruvian的名词复数 )
221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222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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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224 poor 3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225 poverty 4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22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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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13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229 product 2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230 productivity 1 [,prɔdʌk'tivəti, ,prəu-] n.生产力；生产率；生产能力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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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233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23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235 receive 3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236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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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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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240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241 rodr 1 罗德尔
242 rubio 1 n. 鲁维奥(在玻利维亚；西经 62º22' 南纬 13º57')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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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

拉伯)赛义德
244

save 2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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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24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248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249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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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252 servicing 1 英 ['sɜːvɪsɪŋ] 美 ['sɜːrvɪsɪŋ] n. 维修 动词servi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53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246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254

several

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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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verity 1 [si'veriti] n.严重；严格；猛烈
256 shand 2 n. 尚德
257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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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
话·威妥玛)

shocks 1 [ʃɒks] n. 柴禾堆；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.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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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smart 1 [smɑːt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261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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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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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sonia 1 ['səunjə] n.索尼亚（女子名）
264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265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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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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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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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270 struggled 2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71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272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273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274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275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276 tablet 1 n.碑；药片；写字板；小块；平板电脑 vt.用碑牌纪念；将(备忘录等)写在板上；将…制成小片或小块
27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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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的）售得金额

taxes 1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279 tend 2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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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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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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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8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8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287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288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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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90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291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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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1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ols 1 [tuːl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293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294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95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29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297 use 5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298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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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s 4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30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30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302 vizcarra 1 比斯卡拉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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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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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307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308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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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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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12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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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31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31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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