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0 [As It Is] UN Report_ Division Preventing Nations from
Improving Liv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2 achim 1 n. 阿希姆(在德国；东经 9º02' 北纬 53º01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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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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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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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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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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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6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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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8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19 backward 1 ['bækwəd] adj.向后的；反向的；发展迟缓的 adv.向后地；相反地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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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2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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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5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26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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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(英)博顿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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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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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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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ites 1 [saɪt] vt. 引用；传讯；表扬；举(例)

34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5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
36 commitments 1 [kə'mɪtmənts] n. 约定；承诺 名词commitment的复数形式.

37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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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0 crises 3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
41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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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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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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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decline 3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46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47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48 devastating 2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49 developmen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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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51 division 3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52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53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54 dr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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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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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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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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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1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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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xpectancy 3 [ik'spektənsi,-təns] n.期望，期待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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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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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faced 2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66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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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inds 2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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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2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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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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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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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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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80 halted 1 [hɔː lt] n. 停止；止步 v. 停止；中止；暂停 v. 踌躇；犹豫；跛行

81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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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ardens 1 英 ['hɑːdn] 美 ['hɑ rːdn] v. (使)变硬；(使)坚强

84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85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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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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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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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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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8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0 healthier 1 ['helθiər] adj. 更健康的，更健壮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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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93 Hong 1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94 hostility 1 [hɔ'stiləti] n.敌意；战争行动

95 human 7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6 Iceland 1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
97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98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9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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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01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02 index 5 ['indeks] n.指标；指数；索引；指针 vi.做索引 vt.指出；编入索引中

103 indices 1 n.指数；目录（index的复数）

104 insecurity 2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
105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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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108 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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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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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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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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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evel 2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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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16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17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11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19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20 lowest 2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21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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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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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25 mistrustful 1 [,mis'trʌstful] adj.不信任的；深疑的，多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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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127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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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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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nations 5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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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32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33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13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35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6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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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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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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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4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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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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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44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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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46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147 Pedro 1 ['pi:drəu] n.佩德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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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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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51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52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153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154 preventing 2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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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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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rogres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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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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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ranked 2 [ræŋk] n. 等级；阶层；排；列 v. 排列；分等级；列为；排名，排位 adj. 繁茂的；讨厌的

161 rankings 2 ['ræŋkɪŋz] 排行榜

162 ranks 1 ['ræŋks] n. 队伍 名词rank的复数形式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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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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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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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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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por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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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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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71 Saharan 2 [sə'ha:rən] adj.撒哈拉沙漠的；不毛的 n.撒哈拉沙漠之人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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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173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174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75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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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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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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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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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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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184 standard 2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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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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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teiner 1 斯坦纳（人名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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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190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191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192 sub 2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193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194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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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6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197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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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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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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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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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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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205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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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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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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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21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1 un 2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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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uncertainty 2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213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14 undp 3 ['ʌndp] n.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联合国发展方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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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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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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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9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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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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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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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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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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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228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9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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