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28 [As It Is]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to Center on
Middle Eas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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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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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4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5 adaptation 3 [,ədæp'teiʃən] n.适应；改编；改编本，改写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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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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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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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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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12 agriculture 2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3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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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read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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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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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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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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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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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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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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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4 averag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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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6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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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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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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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30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2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3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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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5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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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9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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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1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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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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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45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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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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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49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50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1 change 7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2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3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4 Chatham 1 ['tʃætəm] n.查塔姆（姓氏）

55 Cities 4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56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57 climate 1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8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9 conferenc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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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p 2 [kɔp] vt.抓住 n.巡警，警官 n.(Cop)人名；(塞、捷)措普；(土)焦普

61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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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3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64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5 countries 9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6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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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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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69 deal 3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70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71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72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73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74 developing 4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7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6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78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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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81 drought 3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82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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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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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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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astern 3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86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87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88 economies 2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89 effects 3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90 Egypt 4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91 EL 2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92 emissions 2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93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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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96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97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98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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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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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03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04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105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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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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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inancing 6 [fi'nænsiŋ] n.融资；财务；筹措资金 v.筹措资金；财政管理；从事金融活动（finance的ing形式）

109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0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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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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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114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15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16 GDP 3 [ˌdʒiː diː 'piː 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
117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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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20 greenhouse 1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121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12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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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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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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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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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28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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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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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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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30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31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32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33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34 hotels 1 霍特尔斯

135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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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38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9 IMF 1 [ˌaɪem'ef] abbr.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=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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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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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2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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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increasing 2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45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4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7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148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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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150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1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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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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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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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56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7 Karim 1 卡里姆

158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59 lama 1 ['lɑ:mə] n.喇嘛 n.(Lama)人名；(西、意、葡、几、法)拉马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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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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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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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ebanon 1 ['lebənən] n.黎巴嫩（西南亚国家，位于地中海东岸）

164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65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6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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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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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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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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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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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72 lose 2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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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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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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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Mediterranean 1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177 meeting 3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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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iddle 8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80 mitigation 2 [,miti'geiʃən] n.减轻；缓和；平静

181 monetary 1 ['mʌnitəri] adj.货币的；财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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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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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orocco 1 [mə'rɔkəu] n.摩洛哥（非洲一国家名）；[皮革]摩洛哥皮革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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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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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88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89 nations 5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0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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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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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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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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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6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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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ile 1 [nail] n.尼罗河（位于非洲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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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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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01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2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3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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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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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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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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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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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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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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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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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13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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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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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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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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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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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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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21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1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2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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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25 problems 4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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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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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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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31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32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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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35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36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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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39 r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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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241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42 reached 1 到达

243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4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5 recession 1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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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47 reductions 1 n.减少(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降低; [数学]约简; [摄影术]减薄

248 region 6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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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staurants 1 餐馆

251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52 richer 1 ['rɪtʃər] adj. 更富有的 形容词rich的比较级.

253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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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56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257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58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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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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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赛义德

259 salt 1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260 sandstorms 1 ['sændstɔː mz] 沙尘暴

26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2 scarce 1 [skεəs] adj.缺乏的，不足的；稀有的 adv.仅仅；几乎不；几乎没有

263 scarcity 2 ['skεəsəti] n.不足；缺乏

264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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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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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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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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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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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话·威妥玛)

27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72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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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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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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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7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78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279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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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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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83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84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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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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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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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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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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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292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93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94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95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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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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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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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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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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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2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3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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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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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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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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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310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11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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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14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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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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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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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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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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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22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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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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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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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27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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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0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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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33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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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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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5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6 wo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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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8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9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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