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25 [As It Is] Red Cross Official_ Fast Action Needed to End
Afghan Humanitarian Crisi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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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3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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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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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fghanistan 14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7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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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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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nternational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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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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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aliban 8 n. 塔利班

13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4 ai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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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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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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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anctions 7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19 crisis 6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20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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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fghan 5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22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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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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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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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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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9 economic 4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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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umanitarian 4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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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uffering 4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4 action 3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5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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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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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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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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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ross 3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40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41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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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crc 3 n.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

43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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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45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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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needed 3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7 official 3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48 pitiful 3 ['pitiful] adj.可怜的，令人同情的

49 provide 3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50 red 3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51 services 3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5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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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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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fghans 2 n. 阿富汗人

55 anguish 2 ['æŋgwiʃ] n.痛苦；苦恼 vt.使极度痛苦 vi.感到极度的痛苦

56 assistance 2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57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58 c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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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60 civilians 2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61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2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63 creative 2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64 dominik 2 n. 多米尼克

65 donors 2 供精者

66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7 engage 2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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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ssential 2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70 females 2 ['fiː meɪlz] 女性

71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2 foreign 2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73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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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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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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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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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ungry 2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79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80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81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82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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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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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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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resse 2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87 reaction 2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88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89 recognition 2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90 resulted 2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91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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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94 solutions 2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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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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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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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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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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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weather 2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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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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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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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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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FP 1 n. 法新社 (=Agence France Presse)；【医】甲胎蛋白（= alpha fetoprotei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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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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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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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3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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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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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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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yaz 1 阿亚兹

118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119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120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21 basics 1 ['beisiks] n.基础；基本要素（basic的复数） n.(Basics)人名；(匈)鲍希奇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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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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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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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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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aty 1 卡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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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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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31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132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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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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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36 condemn 1 [kən'dem] vt.谴责；判刑，定罪；声讨

137 considerations 1 [kənsɪdə'reɪʃnz] 对价

138 continuation 1 [kən,tinju'eiʃən] n.继续；续集；延长；附加部分；扩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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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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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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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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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46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7 deliver 1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
148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149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150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1 destroying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152 dettmer 1 n. 德特默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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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55 diplomatic 1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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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8 disgust 1 [dis'gʌst] n.厌恶，嫌恶 vt.使厌恶；使作呕

159 dislike 1 [dis'laik] vt.不喜欢，厌恶 n.嫌恶，反感，不喜爱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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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62 donated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163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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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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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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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69 egeland 1 n. 伊杰兰(在美国；西经 99º07' 北纬 48º40')

17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71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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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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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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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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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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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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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81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82 feeds 1 [fiː d] vt. 喂养；饲养；靠 ... 为生；向 ... 提供 vi. 吃饲料；进餐 n. 一餐；饲料；饲养

183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84 fertilizer 1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
185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86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87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88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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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reeze 1 [fri:z] vi.冻结；冷冻；僵硬 vt.使…冻住；使…结冰 n.冻结；凝固 n.(Freeze)人名；(英)弗里兹

191 freezes 1 [f'riː zɪz] 动词freez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92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193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9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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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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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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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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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01 grief 1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202 gul 1 [gul] n.古尔（姓氏）；图形界面编程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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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05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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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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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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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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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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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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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import 1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21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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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16 interfere 1 [,intə'fiə] vi.干涉；妨碍；打扰 vt.冲突；介入

217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18 Islamist 1 [iz'lɑ:mist] n.伊斯兰教主义者；回教教徒

219 jamie 1 n.杰米（男子名）

220 Jan 1 abbr.一月（january） n.(Jan)人名；(阿富、巴基、印)贾恩；(德、荷、丹、挪、捷、波、俄、瑞典、芬、塞)扬；(英)简；
(法、罗)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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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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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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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27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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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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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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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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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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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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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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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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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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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41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42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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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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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misuse 1 [,mis'ju:z, ,mis'ju:s] vt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 n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

24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4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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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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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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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25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6 Norwegian 1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
257 NRC 1 n.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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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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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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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perational 1 [,ɔpə'reiʃənəl] adj.操作的；运作的

263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64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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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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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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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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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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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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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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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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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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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lural 1 ['pluərəl] adj.复数的 n.复数

278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79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80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281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282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83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84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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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punish 1 ['pʌniʃ] vt.惩罚；严厉对待；贪婪地吃喝 vi.惩罚

287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8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9 reconsider 1 [,ri:kən'sidə] vt.重新考虑；重新审议 vi.重新考虑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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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292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293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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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resolutions 1 [ˌrezə'lu ʃːn] n. 决心；决定；解决；决议；坚决；分辨率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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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7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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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0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01 ris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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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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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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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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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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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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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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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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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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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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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312 slowdown 1 ['sləudaun] n.减速；怠工；降低速度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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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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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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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317 stillman 1 n.(Stillman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曼

318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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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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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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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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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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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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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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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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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29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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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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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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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336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337 us 1 pron.我们

33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9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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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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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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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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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4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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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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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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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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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50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51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52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53 withdrawal 1 [wið'drɔ:əl, wiθ-] n.撤退，收回；提款；取消；退股

354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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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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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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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59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360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361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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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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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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