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5-0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estoration Projects in Jordan
Offer Hope for Saving Damaged Land 词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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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

about

2

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4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6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8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9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10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11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12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3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4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5 Amman 1 [æ'mɑ:n] n.安曼
1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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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9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0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1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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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rea 4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4 areas 5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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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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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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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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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29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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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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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31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33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34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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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odiversity 2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36 blames 1 [bleɪm] vt. 责备；把 ... 归咎于 n. 责备；过失
37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3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39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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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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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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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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45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4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4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48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49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50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51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52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53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54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5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5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57 convention 1 [kən'venʃən] n.大会；[法]惯例；[计]约定；[法]协定；习俗
58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59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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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的
61

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63 creatures 1 ['kriː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64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6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66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67 damaged 3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8 degradation 2 [,degrə'deiʃən] n.退化；降格，降级；堕落
69 degrade 1 ['di'greid] vt.贬低；使……丢脸；使……降级；使……降解 vi.降级，降低；退化
70 degraded 1 [di'greidid] adj.退化的；堕落的；被降级的 v.分解（degrade的过去分词）；降低…的身份；削减
71 desert 2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72 desertification 2 [,dezətifi'keiʃən] n.（土壤）荒漠化；沙漠化（等于desertization）
73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74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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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77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8 displaced 1 [dis'pleist] adj.无家可归的；位移的；被取代的 n.无家可归者 v.取代（displace的过去分词）；移动…的位置；撤换
79 drought 2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80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81 east 2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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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84 efforts 5 ['efəts] 努力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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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environmentalists 2 n.环境保护论者，人类生态学者(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)
8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88 exist 2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89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90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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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93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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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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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7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98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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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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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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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Grasslands 1 n.[畜牧]草原；大草原（grassland的复数形式）
104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105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106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107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108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10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1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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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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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113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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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名；(英)海伊

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11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16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117 improved 2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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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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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120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121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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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123 introducing 1 [ɪntrəd'juːsɪŋ] n.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24 irrigate 1 ['irigeit] vt.灌溉；冲洗；使清新 vi.灌溉；冲洗
125 irrigation 1 [,iri'geiʃən] n.灌溉；[临床]冲洗；冲洗法
126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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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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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ordan 7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129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1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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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ilometers 3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131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132 l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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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克；(匈)洛克

land 12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134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13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133
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37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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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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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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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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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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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145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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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1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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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149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50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151 methods 2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152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153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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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mining 1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155 mismanage 1 [,mis'mænidʒ] vt.办错；处置失当；对…管理不善
156 mismanagement 2 ['mis'mænidʒmənt] n.管理不善；处置失当
15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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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48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160 n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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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62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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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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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166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67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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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70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171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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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172

once

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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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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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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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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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178 organizations 1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179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18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8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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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

灭；驱逐
1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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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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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g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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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87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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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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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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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

莱斯
191

4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plant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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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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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92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19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197 projects 3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198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19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200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195
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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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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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204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205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206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207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208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09 released 1 [rɪ'liːs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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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repair 2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211 repor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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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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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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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restoration 5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215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2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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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21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218 sabha 1 萨卜哈
219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220 Saharan 1 [sə'ha:rən] adj.撒哈拉沙漠的；不毛的 n.撒哈拉沙漠之人
221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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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

拉伯)赛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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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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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2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225 seasons 1 ['siː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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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228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229 seeking 1 [siː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230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231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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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

话·威妥玛)

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233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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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236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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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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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square 2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232

直角地

starved 1 [s'tɑːvd] adj. 饥饿的 动词star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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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242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239
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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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245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246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24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248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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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251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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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2 tarawneh 2 塔拉瓦奈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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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5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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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5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5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2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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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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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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262

to

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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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26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26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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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 urges 1 英 [ɜːdʒ] 美 [ɜːrdʒ] vt. 驱策；鼓励；催促；力陈 vi. 极力主张 n. 冲动；强烈愿望
268 us 1 pron.我们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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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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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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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73 wadi 2 ['wɔdi, wɑ:di] n.[地理]干河床；溪流；[地理]干谷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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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wat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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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watered 1 ['wɔ:təd, 'wɔ-] adj.掺水的；洒有水的，洒了水的；有波纹的；加虚股的（面值增加而实值未按比例增加） v.浇水，供
263

以水（wa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27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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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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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77

韦尔
2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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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82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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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281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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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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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7 working 3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285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89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29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91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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