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25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Lack of Security, Support
Delay Africa's Green Wall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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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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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projec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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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b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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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gree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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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wall 9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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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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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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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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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frica 5 ['æfrikə] n.非洲

17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8 desertification 5 [,dezətifi'keiʃən] n.（土壤）荒漠化；沙漠化（等于desertization）

19 hectares 5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20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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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billion 4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3 climate 4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4 Ethiopia 4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25 forest 4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26 la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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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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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8 progress 4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9 security 4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30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1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2 conflict 3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33 continent 3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34 deser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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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developm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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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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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environmental 3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39 Eritrea 3 [,eri'triə] n.厄立特里亚国（东非国家）；厄立特里亚省（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）

40 gre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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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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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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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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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拉克；
(匈)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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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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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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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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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olitical 3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48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9 Sahe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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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1 Sudan 3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52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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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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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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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6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7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8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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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61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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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comes 2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64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65 Burkina 2 英 [bɜ 'ːkiː nə] 美 [bɜ rː'kiː nə] n. 布基纳法索

66 coordinator 2 [kəu'ɔ:dineitə] n.协调者；[自]协调器；同等的人或物

67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8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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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aso 2 n.(Faso)人名；(意)法索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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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73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74 impacts 2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75 inadequate 2 [in'ædikwit] adj.不充分的，不适当的

76 instability 2 [,instə'biləti] n.不稳定（性）；基础薄弱；不安定

77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78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79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80 opportunities 2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81 organizes 2 英 ['ɔː ɡənaɪz] 美 ['ɔː rɡənaɪz] v. 组织；安排；筹办

82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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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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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lant 2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特；
(法)普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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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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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roces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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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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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90 rural 2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91 Sahara 2 [sə'hɑ:rə; -'heə-] n.撒哈拉沙漠（位于非洲北部）；荒野

92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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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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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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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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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wri 2 ['rɪ] n. Windows书写器所产生的文件

99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00 Ababa 1 n.(Ababa)人名；(塞)阿巴巴

101 adama 1 ['ædəmə] n.阿达玛（埃塞一座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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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ddis 1 ['ædis] n.艾缔思（姓氏）

104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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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7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08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09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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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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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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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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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116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17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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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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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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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23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24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25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26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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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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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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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129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13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31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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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34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135 consideration 1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136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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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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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40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41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42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143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144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45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146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47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48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149 Djibouti 1 [dʒə'bu:ti] n.吉布提（东非一共和国及其首都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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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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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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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54 elvis 1 ['elvis] n.埃尔维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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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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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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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159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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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xtremist 1 [ik'stri:mist] n.极端主义者，过激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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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64 fertile 1 adj.富饶的，肥沃的；能生育的

16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66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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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69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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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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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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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governance 1 ['gʌvənəns] n.管理；统治；支配

174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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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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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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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179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80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
181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182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18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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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nsecurity 1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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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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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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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9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19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9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92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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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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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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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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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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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01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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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04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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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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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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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09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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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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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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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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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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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18 Niger 1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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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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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1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222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23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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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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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27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228 organizational 1 [,ɔ:gənai'zeiʃənəl, -ni'z-] adj.组织的；编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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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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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232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33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4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35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236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37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3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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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42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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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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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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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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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46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47 resolution 1 [,rezə'lu:ʃən, -,lju:-] n.[物]分辨率；决议；解决；决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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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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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is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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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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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eedlings 1 ['siː dɪŋz] n. 幼苗 名词seedling的复数形式.

254 senegal 1 [,senə'gɔ:l] n.塞内加尔（非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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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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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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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61 slowing 1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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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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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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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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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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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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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tockholm 1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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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0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71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272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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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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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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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77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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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8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1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282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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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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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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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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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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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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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2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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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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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29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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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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