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5 [As It Is] UN_ More People Hungry than Ever Before in
2021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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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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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food 16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5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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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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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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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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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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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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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organization 4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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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Ukraine 4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17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18 agriculture 3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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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21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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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cute 2 [ə'kju:t] adj.严重的，[医]急性的；敏锐的；激烈的；尖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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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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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27 devastation 2 [,devə'steiʃən] n.毁坏，荒废

28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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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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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普

31 hunger 2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32 increases 2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33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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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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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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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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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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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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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0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1 Somalia 2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4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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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trend 2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4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6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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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4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9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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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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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54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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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5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8 appalling 1 [ə'pɔ:liŋ] adj.可怕的；令人震惊的 v.使惊愕；惊吓（appal的ing形式）

59 appealed 1 [ə'piː l] n. 恳求；呼吁；上诉；吸引力 n. (体育比赛中)诉请裁决 v. 呼吁；有吸引力；求助；诉请

6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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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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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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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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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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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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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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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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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6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70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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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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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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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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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76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77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78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79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80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81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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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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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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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86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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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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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91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92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93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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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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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98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99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00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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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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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05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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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gener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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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09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10 grains 1 [greins] n.[作物]谷粒（grain的复数）；双齿鱼叉，多齿鱼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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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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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15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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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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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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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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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121 highs 1 ['haɪz] n. 高频分量(高处)

122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123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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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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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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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28 insecure 1 [,insi'kujə] adj.不安全的；不稳定的；不牢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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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nsecurity 1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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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32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33 jointly 1 ['dʒɔintli] adv.共同地；连带地

134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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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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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
138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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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40 malnourishment 1 [mæl"nʌrɪʃm(ə)nt] n. 营养不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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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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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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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4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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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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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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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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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ffices 1 办公室

153 oils 1 ['ɔɪlz] 轻质石油产品,油剂,油类

154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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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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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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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59 paulsen 1 n. 保尔森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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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162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63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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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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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16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68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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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rolonged 1 [prəu'lɔŋd, -'lɔ:-] adj.延长的；拖延的；持续很久的

171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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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）

172 reached 1 到达

17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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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rein 1 [rein] n.缰绳；驾驭；统治；支配 vt.控制；驾驭；勒住 vi.勒住马 n.(Rein)人名；(西、阿拉伯)雷因；(法)兰；(英、荷、
捷、德、芬、瑞典)赖因；(爱沙)雷恩

176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177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8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179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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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82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183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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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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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omalis 1 [sə'maː li] n. 索马里人 adj. 索马里的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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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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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tabilize 1 ['steibilaiz] vt.使稳固，使安定 vi.稳定，安定

191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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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193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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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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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197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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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0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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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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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20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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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208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209 us 1 pron.我们

210 vegetable 1 ['vedʒitəbl] n.蔬菜；植物；植物人 adj.蔬菜的；植物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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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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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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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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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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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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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wea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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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19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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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heat 1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22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22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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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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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orrisome 1 ['wʌrisəm, 'wə:-] adj.令人烦恼的，令人不安的；麻烦的

226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227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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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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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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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Yemen 1 ['jemən] n.也门（西南亚国家）

233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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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