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14 [As It Is] With More Girls Pregnant, Zimbabwe Pushes a
Return to School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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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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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rls 13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7 he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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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 s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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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school 1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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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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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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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mbabwe 8 [zim'bɑ:bwei; -wi] n.津巴布韦（国家名，位于非洲）

15 pregnant 7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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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Virginia 7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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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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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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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 pregnancies 5 ['preɡnənsi] n. 怀孕；妊娠；含蓄；丰富

23 retur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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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ge 4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25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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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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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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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mong 3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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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4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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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hild 3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37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38 families 3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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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left 3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4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3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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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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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overty 3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47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48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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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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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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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4 birth 2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55 bullying 2 ['bʊli] n. 欺凌弱小者；开球 vt. 恐吓；威胁；欺负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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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8 certain 2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9 chitongo 2 [地名] [赞比亚] 奇通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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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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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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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ultural 2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64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5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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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68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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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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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ather 2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71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72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73 girl 2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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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6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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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8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79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80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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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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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marri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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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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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marry 2 ['mæri] vt.嫁；娶；与……结婚 vi.结婚 n.(Marry)人名；(阿拉伯)马雷；(法)马里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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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86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87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88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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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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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regnancy 2 ['pregnənsi] n.怀孕；丰富，多产；意义深长

92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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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5 sex 2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9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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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pare 2 [spεə] vt.节约，吝惜；饶恕；分出，分让 vi.饶恕，宽恕；节约 adj.多余的；瘦的；少量的 n.剩余；备用零件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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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trict 2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10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0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2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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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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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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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ried 2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106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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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09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1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11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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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114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115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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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8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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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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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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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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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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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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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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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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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33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134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135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136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37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38 bullied 1 ['bʊli] n. 欺凌弱小者；开球 vt. 恐吓；威胁；欺负

139 bully 1 ['buli] n.欺凌弱小者；土霸 adj.第一流的；特好的 vt.欺负；威吓 vi.欺侮人 adv.很；十分 int.好；妙 n.(Bully)人名；(法)布
利

140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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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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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144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4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46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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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leans 1 [kliː nz] n. 精煤（=clean coal） v. 打扫，清扫（动词cl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9 clinics 1 [k'lɪnɪks] 诊所

150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51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152 condom 1 ['kɔndəm] n.避孕套；阴茎套 n.(Condom)人名；(法)孔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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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ntraceptive 1 [,kɔntrə'septiv] n.避孕用具；[药]避孕剂 adj.避孕的

155 contraceptives 1 [kɒntrə'septɪvz] n. 避孕用品 名词contraceptiv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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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onvicted 1 [kən'vɪktɪd] adj. 已被判刑的；被宣布有罪的 动词conv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8 cooks 1 [kʊk] n. 厨师；炊事员 v. 烹调；烧煮；捏造；纂改(账目)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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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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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edicate 1 ['dedikeit, 'dedikit, -keit] vt.致力；献身；题献

162 dedicating 1 ['dedɪkeɪt] vt. 致力于；献出；提献辞

163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64 demanding 1 [di'mɑ:ndiŋ] adj.苛求的；要求高的；吃力的 v.要求；查问（demand的ing形式）

165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66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6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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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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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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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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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7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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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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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178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9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180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181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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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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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rightens 1 ['fraɪtn] vt. 使惊吓；害怕 vi. 惊吓

185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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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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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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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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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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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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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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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5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9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97 homework 1 ['həumwə:k] n.家庭作业，课外作业

198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9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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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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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202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3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204 incidents 1 ['ɪnsɪdənts] 事件

205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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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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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jail 1 [dʒeil] n.监狱；监牢；拘留所 vt.监禁；下狱 n.(Jail)人名；(英)杰尔

210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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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213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
214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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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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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18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19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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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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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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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224 marriages 1 n. 婚姻；结合；兼并（marriage的复数）

225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26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27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228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29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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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3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3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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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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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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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urehwa 1 [地名] [津巴布韦] 穆雷瓦

23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40 ndoro 1 [地名] [加蓬、中非共和国] 恩多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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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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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norms 1 [nɔː ms] n. 规范 名词norm的复数形式.

245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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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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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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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50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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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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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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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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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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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ersuade 1 [pə'sweid] vt.说服，劝说；使某人相信；劝某人做（不做）某事 vi.说服；被说服 adj.空闲的，有闲的

257 persuaded 1 英 [pə'sweɪd] 美 [pər'sweɪd] vt. 说服；劝说

258 pills 1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9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60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6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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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264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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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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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269 rape 1 [reip] n.强奸，掠夺；[园艺]油菜；葡萄渣 vt.强奸；掠夺，抢夺 vi.犯强奸罪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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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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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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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75 re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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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77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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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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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ul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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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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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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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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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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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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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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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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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meday 1 ['sʌm,dei] adv.有一天，有朝一日

29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93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294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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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7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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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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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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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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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03 tasks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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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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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08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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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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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sitsi 1 齐齐

31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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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uniform 1 ['ju:nifɔ:m] adj.统一的；一致的；相同的；均衡的；始终如一的 n.制服 vt.使穿制服；使成一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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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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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nplanned 1 [ˌʌn'plænd] adj. 无计划的；意外的；在计划外的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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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321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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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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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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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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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ashes 1 英 [wɒʃ] 美 [wɑ ʃː] n. 洗；洗涤 v. 洗；洗涤；洗清

328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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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31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332 weekends 1 [,wi:k'ends, 'wi:kendz] adv.在每周末 n.周末（weekend的复数）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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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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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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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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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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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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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342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
343 youths 1 [ju:ðz, ju:θs] n.青少年；青年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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