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17 [Arts and Culture] Architect from Burkina Faso Wins
Pritzker Prize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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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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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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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itionally 1 [ə'diʃənli] adv.此外；又，加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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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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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frik 1 Afrikaans 南非的公用荷兰语,南非荷兰语的、南非白人的

9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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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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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2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6 architect 7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17 architects 2 建筑师

18 architecture 2 n.建筑学；建筑风格；建筑式样；架构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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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istide 1 n.(Aristide)人名；(法、意、希、罗)阿里斯蒂德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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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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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4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5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6 baked 1 ['beikid] adj.烤的；烘焙的 v.烘培；烧制（bake的过去分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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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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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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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nin 1 [bə'nin; be'ni:n] n.贝宁（位于非洲西部）；贝宁湾（几内亚湾一部分）

32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33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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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36 borrow 1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3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8 bricks 1 [brɪk] n. 砖；砖块；砖状物 vt. 用砖围砌（或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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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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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ilding 6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2 buildings 3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43 Burkina 6 英 [bɜ 'ːkiː nə] 美 [bɜ rː'kiː nə] n. 布基纳法索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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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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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7 Caty 2 卡蒂

48 celebrated 2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9 cement 3 [si'ment] vt.巩固，加强；用水泥涂；接合 vi.粘牢 n.水泥；接合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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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52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53 citizens 2 ['sɪtɪzənz] 公民

54 clay 2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55 client 1 ['klaiənt] n.[经]客户；顾客；委托人

56 clients 2 [klaɪnts] n. 委托方；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.

57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58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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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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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ncrete 3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
62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63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64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
65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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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untless 1 ['kauntlis] adj.无数的；数不尽的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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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0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71 crescent 1 ['kresənt] n.新月；新月状物；伊斯兰教的标记；土耳其的新月形国徽 adj.新月形的；逐渐增加的 vt.以新月形物装饰；
使成新月形 n.(Crescent)人名；(法)克雷桑

72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3 cro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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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75 deserves 1 英 [dɪ'zɜːv] 美 [dɪ'zɜ rːv] vt. 应受；值得

76 design 3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77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78 designs 2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79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80 di 1 [dai] abbr.数据输入（DataInput）；（英）国防情报局（DefenceInteligence）；密度指示器（DensityIndicator） n.(Di)人名；
(柬、老、缅、刚(金))迪

81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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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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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85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86 employs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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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mpowers 1 英 [ɪm'paʊə(r)] 美 [ɪm'paʊər] vt. 授权；使能够

89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90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9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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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94 exceptional 1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
95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96 extension 1 [ik'stenʃən] n.延长；延期；扩大；伸展；电话分机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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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amed 1 [feimd] adj.著名的

99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00 Faso 6 n.(Faso)人名；(意)法索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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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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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orgotten 1 [fə'gɔtn] v.忘记（forget的过去分词）

105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06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7 foundation 2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08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9 Francis 2 ['frɑ:nsis] n.弗朗西斯（男子名，义为自由之人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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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2 gando 1 甘多

113 Geneva 1 [dʒi'ni:və] n.日内瓦（瑞士西南部城市）

11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1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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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118 happiest 1 ['hæpɪɪst] adj. 幸福的；快乐的 形容词happy的最高级.

119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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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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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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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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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4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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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27 highlights 1 ['haɪlaɪts] n. 要闻；最亮区 名词highligh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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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29 his 9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0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131 honored 2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132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133 housing 2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13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5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136 Hyatt 2 n.海特（男子名）

137 Hyde 1 [haid] n.海德

138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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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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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habitant 1 [in'hæbitənt] n.居民；居住者

143 inhabitants 1 [ɪn'hæbɪtənts] 居民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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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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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nventive 1 [in'ventiv] adj.发明的；有发明才能的；独出心裁的

147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8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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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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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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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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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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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kere 2 凯雷

156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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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59 library 2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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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ives 3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62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63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64 loyalty 1 n.忠诚；忠心；忠实；忠于…感情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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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gazines 1 ['mæɡəziː nz] 杂志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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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ali 1 ['mɑ:li] n.（印度）私人雇用的土著男子园丁（等于malee或malie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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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0 materia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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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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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72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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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75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6 mixing 1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177 Mozambique 1 [,məuzəm'bi:k] n.莫桑比克（非洲东南部国家，首都马普托）

178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79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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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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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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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84 natu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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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86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7 noting 1 英 ['nəʊtɪŋ] 美 ['noʊtɪŋ] n. 注释法；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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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0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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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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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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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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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96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7 ouedraogo 1 韦德拉奥果

19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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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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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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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04 pavilion 1 [pə'viljən] n.阁；亭子；大帐篷；展示馆 vt.搭帐篷；置…于亭中；笼罩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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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7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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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ioneering 1 英 [ˌpaɪə'nɪərɪŋ] 美 [ˌpaɪə'nɪrɪŋ] adj. 先驱的；开创的 动词pionee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9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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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211 powder 1 ['paudə] n.粉；粉末；[化工][军]火药；尘土 vt.使成粉末；撒粉；搽粉于 vi.搽粉；变成粉末

212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213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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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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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primary 1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216 pritzker 6 n. 普里茨克

217 prize 4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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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220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21 proj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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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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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25 Ra 1 [ra:] abbr.皇家学院（RoyalAcademy）；随机存取（RandomAccess）；研究协会（ResearchAssociation）；赤经
（RightAscension） n.(Ra)人名；(日)罗(姓)；(缅)拉；(朝)罗

226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227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28 recipient 1 [ri'sipiənt] n.容器，接受者；容纳者 adj.容易接受的，感受性强的

229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230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231 r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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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33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34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35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36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37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238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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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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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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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carcity 2 ['skεəsəti] n.不足；缺乏

244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45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46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47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48 serpentine 1 ['sə:pəntain, -ti:n] adj.蜿蜒的；阴险的；弯弯曲曲的 vt.使迂回曲折地行进 vi.像蛇般行进 n.[矿物]蛇纹石

249 servant 1 ['sə:vənt] n.仆人，佣人；公务员；雇工 n.(Servant)人名；(西)塞尔万特；(法)塞尔旺

250 serve 2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51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52 shapes 1 [ʃeɪp] n. 形状；形式；身材；定形 vt. 塑造；定形；使 ... 成形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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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55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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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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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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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9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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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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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ticky 1 ['stiki] adj.粘的；粘性的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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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66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267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8 substances 1 n.物质(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); 实质; 物体; [哲学]1)。 本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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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71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272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73 sustainable 2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274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75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76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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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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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280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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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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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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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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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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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6 Togo 1 ['təugəu] n.多哥（西非国家）

287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288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289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90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91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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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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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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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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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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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1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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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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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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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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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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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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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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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11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312 wire 1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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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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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7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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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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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