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0 [As It Is] Zimbabwe's Vaccine Requirements Add
Difficulties to the Poo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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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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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5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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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 2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8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 administer 1 [əd'ministə] vt.管理；执行；给予 vi.给予帮助；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；担当管理人

10 administe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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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ministering 1 [əd'ministəriŋ] n.管理；实施 v.管理；实施；给予（administer的ing形式） adj.管理的；执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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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
14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16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7 africans 1 n. 非洲人（African的复数形式）

18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20 Agnes 1 ['ægnis] n.艾格尼丝（女子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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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23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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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2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6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9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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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ppear 2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32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33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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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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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gues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36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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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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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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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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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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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uthoritarian 2 [ɔ:,θɔri'tεəriən] adj.独裁主义的；权力主义的 n.权力主义者；独裁主义者

44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4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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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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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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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53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54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5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56 buses 2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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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u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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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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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61 card 1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6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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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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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67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68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69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70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71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72 confidence 2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73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74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75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76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77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78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9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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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81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2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83 cruel 1 [英 ['kru:əl] 美 [ˈkruəl]] adj.残酷的，残忍的；使人痛苦的，让人受难的；无情的，严酷的

84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85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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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7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88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89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90 defends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91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92 dewa 1 德瓦

93 difficulties 2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94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9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6 distrust 2 [di'strʌst] vt.不信任 n.不信任 怀疑

97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8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99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00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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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03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05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06 employees 2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7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108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09 enforcement 3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10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 s] 美 [ɪn'fɔː 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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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13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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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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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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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
119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20 farai 1 法拉伊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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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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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igh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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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25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6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27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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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13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1 fully 3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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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33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34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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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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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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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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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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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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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41 government 10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42 grab 2 [græb] vt.攫取；霸占；将…深深吸引 vi.攫取；夺取 n.攫取；霸占；夺取之物

143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144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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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47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48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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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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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1 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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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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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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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55 Hopkins 2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56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57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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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豪斯

158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9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6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61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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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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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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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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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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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9 injections 1 注射

170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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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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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jani 1 亚尼

174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75 Johns 2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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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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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79 lack 3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8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8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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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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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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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85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86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87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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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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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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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192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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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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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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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196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97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98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199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00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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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02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0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04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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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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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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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mutasa 4 穆塔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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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early 3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10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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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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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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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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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17 obey 1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218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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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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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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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23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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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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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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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rganizer 1 ['ɔ:gənaizə] n.组织者；承办单位；[生物]组织导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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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9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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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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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32 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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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4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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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36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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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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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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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42 preference 2 ['prefərəns] n.偏爱，倾向；优先权

24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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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246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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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48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49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5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51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52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53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54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5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7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58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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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60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261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6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63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64 requirements 2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6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66 requiring 3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67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68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9 rights 3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70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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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rules 2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3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74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75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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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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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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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9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80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81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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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8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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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6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287 shot 2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8 shot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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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89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90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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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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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94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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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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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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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301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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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03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04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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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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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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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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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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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hem 6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11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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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314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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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16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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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19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320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321 trust 2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322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23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32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5 unions 1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,又称托克劳群岛

326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27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328 unnecessarily 1 [ʌn'nesisərili] adv.不必要地；多余地

329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30 unwilling 1 [,ʌn'wiliŋ] adj.不愿意的；不情愿的；勉强的

331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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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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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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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vaccinated 7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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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vaccination 3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339 vaccine 9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340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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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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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voluntary 1 ['vɔləntəri] adj.自愿的；志愿的；自发的；故意的 n.志愿者；自愿行动

345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346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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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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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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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0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351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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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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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54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55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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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8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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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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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1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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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64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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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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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68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69 zimbabwe 14 [zim'bɑ:bwei; -wi] n.津巴布韦（国家名，位于非洲）

370 zimbabwean 3 [zimbebwen] n.津巴布韦人 adj.津巴布韦的；津巴布韦人的（等于Zimbabwia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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