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3 [As It Is] Women of Afghan Robotics Team to Get
Support from Qatar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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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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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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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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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 Afghan 2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9 Afghanistan 3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10 afghans 2 n. 阿富汗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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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3 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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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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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7 Ant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男子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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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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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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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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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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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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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5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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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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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int 1 [bint] n.女性；少女 n.(Bint)人名；(阿拉伯)宾特

29 blinken 1 n. 布林肯

30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31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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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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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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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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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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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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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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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0 chairwoman 1 ['tʃεə,wumən] n.女主席；女议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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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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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44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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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47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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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ntinue 3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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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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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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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

53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4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55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56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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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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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61 Doha 1 ['dauhə] n.多哈（卡塔尔首都）

62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63 dreamers 1 n. 梦想家（dreamer的复数形式）；做梦的人

64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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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ducation 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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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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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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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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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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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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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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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79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80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1 foreigners 1 英 ['fɒrənəz] 美 ['fɔ:rənəz] n. 外籍人员（名词foreigner的复数形式）

82 foundation 5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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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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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fund 2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8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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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rateful 3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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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amad 1 哈马德

91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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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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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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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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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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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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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ind 1 [haind] adj.后部的 n.雌鹿 n.(Hind)人名；(英、芬)欣德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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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3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0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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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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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8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09 inspiration 3 [,inspə'reiʃən] n.灵感；鼓舞；吸气；妙计

110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1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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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14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15 Kabul 1 ['kɑ:bəl; kə'bu:l] n.喀布尔（阿富汗的首都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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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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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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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21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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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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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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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25 mahboob 1 马赫布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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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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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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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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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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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33 Members 5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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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136 Mexico 4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37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38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9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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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1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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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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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5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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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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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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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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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5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2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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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155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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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15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58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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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61 permitted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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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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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5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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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16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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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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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71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172 Qatar 11 ['kɑ:tə] n.卡塔尔

173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74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7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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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178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79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180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81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82 robotics 6 [rəu'bɔtiks] n.机器人学（robotic的复数）

183 roya 1 n. 弯柱鼓藻属(中带藻科)

184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185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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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188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89 scholarship 1 ['skɔləʃip] n.奖学金；学识，学问

190 scholarships 2 奖学金

191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92 schooling 1 ['sku:liŋ] n.学校教育；学费 v.教育（school的ing形式）；培养 n.(Schooling)人名；(英)斯库林

193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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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96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97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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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00 seizure 1 n.没收；夺取；捕获；（疾病的）突然发作

201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202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03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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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5 sheikha 1 ['ʃeɪkə] -- sheika的变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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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08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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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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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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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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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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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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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15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16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17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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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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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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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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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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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售得金额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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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talent 1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225 talented 2 ['tæləntid] adj.有才能的；多才的

226 taliban 3 n. 塔利班

227 team 1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28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229 thani 1 他尼

230 thanks 2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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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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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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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3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3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7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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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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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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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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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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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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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5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46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47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48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249 uninterrupted 2 [ˌʌnˌɪntə'rʌptɪd] adj. 不中断的；不停的；未受干扰的

250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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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upheaval 2 [ʌp'hi:vəl] n.剧变；隆起；举起

253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4 us 1 pron.我们

255 ventilator 2 n.通风设备；换气扇；【医】呼吸机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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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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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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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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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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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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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ell 2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66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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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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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7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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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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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omen 5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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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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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7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7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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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1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82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3 youn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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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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