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15 [As It Is] In Burkina Faso, a School for Husbands 词汇词汇
表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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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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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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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6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7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rica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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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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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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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7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8 attended 2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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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2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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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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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et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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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7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28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29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1 Burkina 4 英 [bɜ 'ːkiː nə] 美 [bɜ rː'kiː nə] n. 布基纳法索

32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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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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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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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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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hildbirth 1 ['tʃaildbə:θ] n.分娩

38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9 classes 4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40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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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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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4 considerate 1 [kən'sidərit] adj.体贴的；体谅的；考虑周到的

45 coordinator 1 [kəu'ɔ:dineitə] n.协调者；[自]协调器；同等的人或物

46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47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8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49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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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uple 2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51 couples 1 ['kʌplz] v. 连结；交配（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2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53 demographic 1 [,demə'græfik,-kəl] adj.人口统计学的；人口学的

5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5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56 dividend 1 n.红利；股息；[数]被除数；奖金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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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59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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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62 Edward 1 ['edwəd] n.爱德华（男子名）

63 empowerment 1 [im'pauəmənt] n.许可，授权

64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65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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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quality 2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68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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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70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7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72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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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amil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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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aso 4 n.(Faso)人名；(意)法索

76 fathers 1 英 ['fɑːðə(r)] 美 ['fɑːðər] n. 父亲；神父；祖先；创始人 v. 创造；当 ... 的父亲

7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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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0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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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ender 2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83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84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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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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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87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88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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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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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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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9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4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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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lpful 2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96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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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enry 1 ['henri] n.亨利（男子名）

99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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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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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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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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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ousework 1 ['hauswə:k] n.家务事

104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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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usband 9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07 husbands 2 ['hʌzbənd] n. 丈夫

108 hygiene 2 ['haidʒi:n] n.卫生；卫生学；保健法

109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10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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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1 incidents 1 ['ɪnsɪdənts] 事件

112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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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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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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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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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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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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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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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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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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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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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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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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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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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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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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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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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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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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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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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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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arrie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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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141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42 men 9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43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144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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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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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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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4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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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Niger 1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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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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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4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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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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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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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rganized 2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59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1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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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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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65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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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68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69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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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71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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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roject 4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73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174 promotion 1 [prəu'məuʃən] n.提升，[劳经]晋升；推销，促销；促进；发扬，振兴

175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176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177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178 replicate 1 ['replikit, 'replikeit] vt.复制；折叠 vi.重复；折转 adj.复制的；折叠的 n.复制品；八音阶间隔的反覆音

179 replicated 1 ['replɪkeɪt] v. 复制；模拟；折叠 n. 复制品 adj. 复制的；折叠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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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182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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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ole 3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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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ahel 1 [sɑ:'hel] n.荒漠草原；[气象]萨赫尔风（摩洛哥沙漠尘风） n.(Sahel)人名；(阿拉伯)萨赫勒；(索)萨赫勒

187 sai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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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caled 1 ['skeild] adj.有鳞的；（房屋）栉比鳞次的；已去了鳞的 v.刮去鳞片；生鳞片（sca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9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90 schools 7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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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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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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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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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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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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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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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01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02 spouse 2 [spaus] n.配偶 vt.和…结婚 n.(Spouse)人名；(英)斯波斯

20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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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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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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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surroundings 1 [sə'raundiŋz] n.环境；周围的事物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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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aking 3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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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12 technique 1 [tek'ni:k] n.技巧，技术；手法

213 techniques 1 [tek'niː ks] n. 技术；技巧 名词techniqu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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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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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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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e 4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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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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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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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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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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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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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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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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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8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2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0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31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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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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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us 1 pron.我们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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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37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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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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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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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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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3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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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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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47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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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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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0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51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52 Wilkins 1 ['wilkinz] n.威尔金斯（姓氏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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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5 wives 3 ['fiʃ,waivz, waivz] n.妻子（wife的复数）

256 women 9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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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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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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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1 yeli 1 叶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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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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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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