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24 [As It Is] Leaders at UN General Assembly Talk of
Vaccine Inequali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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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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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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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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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6 address 2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7 administered 2 英 [əd'mɪnɪstə(r)] 美 [əd'mɪnɪstər] vt. 管理；执行；给与；用(药) vi. 执行管理人职责；给与帮助

8 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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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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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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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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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 annoyance 1 [ə'nɔiəns] n.烦恼；可厌之事；打扰

21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2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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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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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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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6 assembly 2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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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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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0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2 az 1 abbr.阿塞拜疆（Azerbaijan）；美国亚利桑那州（Arizona）；氮鸟嘌呤（azaguanine）；台湾衡欣；意大利航空公司 n.(Az)人
名；(俄)阿兹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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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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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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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39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0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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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otswana 2 [bɔ'tswɑ:nə] n.博茨瓦纳（非洲中南部国家）

4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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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44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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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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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nel 1 n. 卡纳尔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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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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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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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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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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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55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5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57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8 cortizo 3 科尔蒂索

59 countries 6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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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2 Cuba 1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63 Cuban 1 ['kju:bən] n.古巴人 adj.古巴的；古巴人的

64 cyril 1 ['sirəl] n.西里尔（男子名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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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eby 1 n. 迪比

67 denounced 1 [dɪ'naʊns] v. 谴责；告发；通告废除

68 disapproval 1 [,disə'pru:vəl] n.不赞成；不喜欢

69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70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71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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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74 doses 2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75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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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7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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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0 embargo 1 [em'bɑ:gəu, im-] vt.禁止出入港口；禁止或限制贸易；征用或扣押 n.禁令；禁止；封港令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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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8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85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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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，说法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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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8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89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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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rustration 2 [frʌs'treiʃən] n.挫折

92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93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94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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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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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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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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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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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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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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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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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vana 1 [hə'vænə] n.哈瓦那（古巴城市）；哈瓦那雪茄烟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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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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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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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rd 2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111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2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113 ideas 1 观念

114 idriss 1 n. 伊德里斯

115 immoral 1 ['imɔrəl] adj.不道德的；邪恶的；淫荡的

116 immune 1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17 immunity 2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18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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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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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dictment 2 [in'daitmənt] n.起诉书；控告

121 inequality 1 [,ini'kwɔləti] n.不平等；不同；不平均

122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2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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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7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128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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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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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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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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3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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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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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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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aurentino 1 劳伦蒂诺

137 leaders 4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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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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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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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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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ahamat 1 穆罕默德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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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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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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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asisi 1 马西西

14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49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50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51 meeting 4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52 migrants 2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153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154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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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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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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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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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useveni 1 n.穆塞韦尼（乌干达总统） n.(Museveni)人名；(乌干、坦桑)穆塞韦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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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6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63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64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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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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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68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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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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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71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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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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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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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anama 1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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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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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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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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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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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fizer 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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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opulation 4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84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85 portion 1 ['pɔ:ʃən, 'pəu-] n.部分；一份；命运 vt.分配；给…嫁妆

186 presentations 1 n. 展示；自我介绍；业务陈述（present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87 president 7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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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90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19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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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amaphosa 4 拉马福萨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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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96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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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198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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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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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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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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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206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207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208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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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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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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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13 speakers 1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214 spe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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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6 speeches 3 [s'piː tʃɪz] 言语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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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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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20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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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22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223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224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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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226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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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9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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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32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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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34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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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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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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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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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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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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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hursday 3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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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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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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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47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48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4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0 Uganda 1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251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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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54 unjust 1 [,ʌn'dʒʌst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；非正义的

255 urgency 1 ['ə:dʒənsi] n.紧急；催促；紧急的事

256 us 1 pron.我们

257 vaccinate 1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
258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59 vaccinating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60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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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262 video 3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263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64 vitamin 1 ['vɪtəmɪn, 'vʌɪt-] n.[生化]维生素；[生化]维他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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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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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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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7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7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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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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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5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76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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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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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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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0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8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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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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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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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28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7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88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9 yoweri 1 n. 约韦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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