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14 [As It Is] UN_ Grain Shortage Could Affect Much of
Afric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ebe 1 n.(Abebe)人名；(埃塞)阿贝贝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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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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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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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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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7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8 Africa 8 ['æfrikə] n.非洲

9 African 4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2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3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4 already 4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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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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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9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0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1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2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3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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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5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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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7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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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ssociation 3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0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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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32 bag 1 [[bæg] n.袋；猎获物；（俚）一瓶啤酒 vt.猎获；把…装入袋中；占据，私吞；使膨大 vi.松垂

33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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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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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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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40 boniface 1 ['bɔnifeis] n.小旅店的老板；小餐馆老板 n.(Boniface)人名；(英)博尼费斯；(法、西、刚(布))博尼法斯；(意)博尼法切

41 bottle 1 ['bɔtl] n.瓶子；一瓶的容量 vt.控制；把…装入瓶中 vi.（街头艺人演出后）收拢钱币

42 Burkina 1 英 [bɜ 'ːkiː nə] 美 [bɜ rː'kiː nə] n. 布基纳法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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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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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45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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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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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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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49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0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1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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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4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55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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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8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59 conflicts 2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60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61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62 corn 2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63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64 costs 5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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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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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9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70 crisis 4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1 crop 1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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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api 3 [dæ'pɪ] (=4', 6-diamidino-2-phenylindole 2hci(a stain)) 4', 6二脒基-2-苯吲哚盐酸(一种染剂),(=diamidino-phenyl-indole) 二脒基苯基
吲哚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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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76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7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78 depend 3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79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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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2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83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84 drought 2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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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86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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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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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90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91 e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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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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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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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dwin 1 ['edwin] n.爱德温（男子名，义为繁荣、富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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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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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99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100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01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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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isting 2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03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4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10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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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AO 3 abbr. 粮农组织 (=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)

108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09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110 Farmers 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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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aso 1 n.(Faso)人名；(意)法索

113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11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15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16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117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18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19 fertilizer 6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
120 fertilizers 1 ['fɜ tːəlaɪzəz] 肥料

121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22 flour 3 ['flauə] n.面粉；粉状物质 vt.撒粉于；把…磨成粉 n.(Flour)人名；(法)弗卢尔

123 food 17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24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5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2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27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28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9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30 Gabriel 1 ['geibriəl; 'gɑ:bri:'el] n.加布里埃尔（男子名）；加百利（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）

131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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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33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34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35 grain 7 [grein] n.粮食；颗粒；[作物]谷物；纹理 vi.成谷粒 vt.使成谷粒 n.(Grain)人名；(法)格兰

136 grim 2 [grim] adj.冷酷的；糟糕的；残忍的 n.(Grim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匈)格里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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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39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40 Haile 1 n.(Haile)人名；(西)艾莱；(阿拉伯、索、埃塞)海尔；(英)黑尔

141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42 Harare 2 [hə'rɑ:rei] n.哈拉雷（津巴布韦首都）

143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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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45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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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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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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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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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50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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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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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4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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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mport 4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157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58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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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9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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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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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flation 2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63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4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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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66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67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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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170 Kenya 6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71 Kenyan 1 ['kenjən; 'ki:n-] n.肯尼亚人 adj.肯尼亚的；肯尼亚人的

172 kilogram 1 ['kiləugræm] n.公斤；千克

173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4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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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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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78 liter 1 ['li:tə] n.[计量]公升（容量单位） n.(Liter)人名；(英)利特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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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8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81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82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8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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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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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aize 5 [meiz] adj.黄色的，玉米色的 n.玉米；黄色，玉米色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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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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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1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92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193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94 miller 3 ['milə] n.磨坊主；碾磨工；蛾 n.(Miller)人名；(西、葡)米列尔；(英、德、法、爱沙、芬、罗、瑞典、波)米勒

195 millers 1 n. 米勒斯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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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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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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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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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nations 5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02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03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0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05 Niger 1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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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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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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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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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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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nyaga 1 尼亚加

213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14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5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16 oils 1 ['ɔɪlz] 轻质石油产品,油剂,油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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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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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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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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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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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223 outlook 1 ['autluk, ,aut'luk] n.展望；观点；景色 vt.比……好看；用目光压倒 vi.朝外看

224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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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wn 2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26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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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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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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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31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32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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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35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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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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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hiri 1 菲里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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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241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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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ice 3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244 prices 6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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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47 program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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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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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250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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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53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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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6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57 ris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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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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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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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Russia 5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60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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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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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anchez 1 n.桑切斯（姓氏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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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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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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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69 seeds 1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70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7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72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73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74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75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76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77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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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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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omalia 1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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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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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oy 1 [sɔi] n.大豆；酱油 n.(Soy)人名；(英、土)索伊；(匈)绍伊；(老)隋

284 staple 1 ['steipl] n.主要产品；订书钉；主题；主食 adj.主要的，大宗生产的；常用的；纺织纤维的 vt.把…分级；钉住

285 staples 1 ['steɪpl] n. U形(订书)钉；主要产物(要素)；原料(地) adj. 主要的；重要的 vt. 用订书机装订

286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7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288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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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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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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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293 sunflower 1 ['sʌnflauə] n.向日葵

294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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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97 taxes 2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
29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99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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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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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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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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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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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0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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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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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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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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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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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0 tomson 1 n. 汤姆森

311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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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14 Ukraine 6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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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17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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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us 2 pron.我们

32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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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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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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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26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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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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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3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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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33 wfp 1 abbr. World Food Program(me)(联合国)世界粮食计划署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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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heat 5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336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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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3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9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40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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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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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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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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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5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4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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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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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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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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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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