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2 [As It Is] Natural Gas Costs Force Nigerians Back to
Wood Cooking Fuel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dul 4 n. 阿卜杜勒

2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3 according 2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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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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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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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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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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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4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6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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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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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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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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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sociation 3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4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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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6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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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8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29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30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31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2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3 biomass 1 ['baiəumæs] n.（单位面积或体积内的）[生态]生物量

34 black 2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35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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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uhari 2 布哈里

38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39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40 burning 2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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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rns 1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2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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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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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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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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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48 carbon 4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4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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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harcoal 8 n.木炭；炭笔 vt.用木炭画（过去式charcoaled，过去分词charcoaled，现在分词charcoaling，第三人称单数charcoals）

52 chest 1 [tʃest] n.胸，胸部；衣柜；箱子；金库

53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54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5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
56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7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58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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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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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62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63 cooked 1 [kukt] adj.煮熟的 v.煮（cook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）

64 cooking 5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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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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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68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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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71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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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74 depended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75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76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7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8 dirtier 1 英 ['dɜ tːi] 美 ['dɜ rːti] adj. 脏的；肮脏的；下流的；卑鄙的；腐败的；不正当的 v. 弄脏；玷污

79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80 displacing 1 [dɪs'pleɪs] v. 取代；移置；替换

81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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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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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84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85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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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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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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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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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93 exporting 1 ['ɪkspɔː tɪŋ] n. 输出；出口 动词ex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4 eyed 1 [aid] adj.有…眼的 v.看；注视；考虑（eye的过去分词） n.(Eye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耶德

95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96 falling 2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97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98 felix 1 ['fi:liks] n.菲力克斯（男子名）；费力克斯制导炸弹

99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00 firewood 1 ['faiəwud] n.柴火；木柴

101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0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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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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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06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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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uel 4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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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111 gas 9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12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13 gasses 2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114 Glasgow 1 ['glɑ:sgəu] n.格拉斯哥（英国城市名）

115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6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17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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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1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20 harms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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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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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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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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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eating 1 ['hi:tiŋ] n.[热]加热；[建]供暖；暖气设备 adj.加热的；供热的 v.[热]加热（heat的现在分词）

127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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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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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0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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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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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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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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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136 hurts 1 ['hɜ tːs] n. 伤害；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.

137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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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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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consistent 2 [,inkən'sistənt] adj.不一致的；前后矛盾的

141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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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3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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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6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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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48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9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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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Jerry 1 ['dʒeri] n.杰里（男子名）

151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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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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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acks 1 [læk] n. 缺乏；无 v. 缺乏；不足

155 Lagos 3 ['leigɔs; 'lɑ:gəs] n.拉各斯（尼日利亚的首都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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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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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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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6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2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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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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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
165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66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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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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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PG 14 [ˌelpiː 'dʒiː ] abbr. 液化石油气；液态丙烷（=liquefied petroleum gas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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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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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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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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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4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75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76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77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78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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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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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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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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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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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86 natural 3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8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8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9 Nigeria 7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90 nigerians 3 尼日利亚人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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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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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9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97 oil 4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19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99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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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pec 1 ['əupek] abbr.石油输出国家组织（Organizationof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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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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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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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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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acks 1 [pæk] n. 一群；一副；包裹；一包 v. 包装；解雇；塞满；收拾行李；佩戴

207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08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09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10 peas 1 ['piː z] n. 豌豆 名词p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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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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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etroleum 2 [pi'trəuliəm, pə-] n.石油

214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1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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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populous 1 ['pɔpjuləs] adj.人口稠密的；人口多的

217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8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219 prices 7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220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21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222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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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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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8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29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230 releases 2 [rɪ'liː 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
231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2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33 rising 2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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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36 roadside 1 ['rəudsaid] n.路边；路旁 adj.路边的；路旁的

237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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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39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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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eller 1 ['selə] n.卖方，售货员 n.(Seller)人名；(匈)谢勒；(西)塞列尔

242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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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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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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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话·威妥玛)

246 smelling 1 n.嗅诊；嗅气味 v.闻；发觉；发出气味（smell的ing形式）

247 smoke 3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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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50 spokesmen 1 [s'pəʊksmən] n. 发言人们

251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252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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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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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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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ubsidies 1 ['sʌbsədi] n. 津贴；补助金

257 subsidy 1 ['sʌbsidi] n.补贴；津贴；补助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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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60 switching 1 [swɪtʃɪŋ] n. 转换；开关 动词swi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61 tax 3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262 taxing 1 ['tæksiŋ] adj.费力的；繁重的 v.征税（tax的ing形式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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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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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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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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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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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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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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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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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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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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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77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278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79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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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us 1 pron.我们

281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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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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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using 3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8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5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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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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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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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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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9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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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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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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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97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
298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99 wood 8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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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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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4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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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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