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08 [Education Report] Ugandan Children Lose Hope in
Long School Closure During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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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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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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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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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7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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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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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1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2 ai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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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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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5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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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2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3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24 Arab 1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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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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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8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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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0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1 asleep 1 [ə'sli:p] adj.睡着的；麻木的；长眠的 adv.熟睡地；进入睡眠状态

32 associa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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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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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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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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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8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9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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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43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44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45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46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47 Bosco 1 n.黄宗泽（香港艺人）

48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49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50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节目 adj.广播的

51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52 busia 2 n. 布西亚(在肯尼亚；东经 34º07' 北纬 0º28')

53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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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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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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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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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8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59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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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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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63 children 1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4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65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66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67 closure 2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68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69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70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71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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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74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75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76 connectivity 1 n.[数]连通性 n.互联互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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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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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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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1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82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3 countr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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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6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87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88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89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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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91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92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93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4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95 digging 1 ['digiŋ] n.挖掘，采掘 v.挖掘，发掘（di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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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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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00 dropout 1 ['drɔpaut] n.中途退学；辍学学生

101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02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3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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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6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0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09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10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1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12 Emmy 1 ['emi] n.艾美奖（美国电视最高荣誉奖）

113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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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16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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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19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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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22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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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25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26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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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29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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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131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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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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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35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136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37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38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39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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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gold 2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141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42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43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4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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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47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14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9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has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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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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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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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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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55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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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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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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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60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61 hop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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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opelessness 1 ['həuplisnis] n.绝望，无望；不抱希望

163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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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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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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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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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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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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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ternet 3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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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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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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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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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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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janet 1 ['dʒænit] abbr.联合科研网（jointacademicnetwork）

179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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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82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83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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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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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87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88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89 Kuwait 1 [kə'weit] n.科威特（西南亚国家，首都科威特）

190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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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93 learning 4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94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95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96 led 3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97 lessons 2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98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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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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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ockdown 3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02 long 4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03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04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205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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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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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9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10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211 masaba 2 [地名] [肯尼亚、乌干达] 马萨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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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athias 1 n.马赛厄斯（美国田径运动员）

214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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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216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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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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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219 minster 1 ['minstə] n.大教堂；修道院附属的教堂 n.(Min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明斯特

220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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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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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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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urder 1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225 museveni 2 n.穆塞韦尼（乌干达总统） n.(Museveni)人名；(乌干、坦桑)穆塞韦尼

22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2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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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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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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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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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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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5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3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37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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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239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240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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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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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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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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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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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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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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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5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5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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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54 pair 1 [pεə] n.一对，一双，一副 vt.把…组成一对 n.(Pair)人名；(英、法)佩尔

255 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56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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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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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59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6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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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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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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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regnancies 2 ['preɡnənsi] n. 怀孕；妊娠；含蓄；丰富

26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67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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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rimary 1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26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70 programming 2 ['prəugræmiŋ, -grə-] n.设计，规划；编制程序，[计]程序编制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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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qualified 1 ['kwɔlifaid] adj.合格的；有资格的 v.限制（qualify的过去分词）；描述；授权予

273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274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5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27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7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8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79 regrets 1 [rɪ'ɡret] v. 后悔；惋惜；为 ... 感到遗憾 n. 遗憾；抱歉；后悔

280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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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83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84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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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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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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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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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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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odney 1 ['rɔdni] n.罗德尼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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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93 safeguards 1 ['seɪfɡɑːdz] v. 安全保护 动词safeguard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94 Saharan 1 [sə'ha:rən] adj.撒哈拉沙漠的；不毛的 n.撒哈拉沙漠之人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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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a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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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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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0 school 9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01 schoo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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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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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chools 6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03 searches 1 英 [sɜ tːʃ] 美 [sɜ rː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
304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
305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306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07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308 sel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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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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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31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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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2 shoes 1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313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314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315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316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317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18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319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320 some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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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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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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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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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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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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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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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treets 2 [st'riː ts] 街道

329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330 struggled 2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31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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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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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335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36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337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8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339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40 teach 2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341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42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43 teen 1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
344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45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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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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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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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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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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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50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5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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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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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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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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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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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iring 1 ['taiəriŋ] adj.累人的；麻烦的；无聊的；引起疲劳的 v.厌倦；使劳累（tire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疲倦

359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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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0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61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362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6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64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6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66 Uganda 5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367 Ugandan 4 [ju:'gændən] adj.乌干达的；乌干达人的 n.乌干达人

368 Ugandans 1 乌干达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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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unequal 1 [,ʌn'i:kwəl] adj.不平等的；不规则的；不胜任的 n.不等同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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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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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
374 unwanted 1 [,ʌn'wɔntid] adj.不需要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；空闲的

375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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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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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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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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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383 virtual 5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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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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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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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wealthier 1 ['welθi] adj. 富有的 n. 富人

389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90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39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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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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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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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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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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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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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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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0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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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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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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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4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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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5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406 world 7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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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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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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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yoweri 1 n. 约韦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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