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20 [As It Is] Women, Children Affected Most by Pakistan's
Floo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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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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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children 8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8 wat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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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Pakistan 7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10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areas 6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2 diseases 6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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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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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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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8 affect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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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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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ooding 4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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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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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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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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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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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29 diarrhea 3 [,daiə'riə] n.腹泻，痢疾

30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1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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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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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malaria 3 [mə'lεəriə] n.[内科]疟疾；瘴气

34 monsoon 3 [mɔn'su:n] n.季风；（印度等地的）雨季；季候风

35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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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tagnant 3 ['stægnənt] adj.停滞的；不景气的；污浊的；迟钝的

37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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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9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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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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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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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leak 2 [bli:k] adj.阴冷的；荒凉的，无遮蔽的；黯淡的，无希望的；冷酷的；单调的

43 borne 2 [bɔ:n] v.忍受；负荷；结果实；生子女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Borne)人名；(德、西、法)博尔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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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6 desperate 2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
47 ea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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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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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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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Fadil 2 法迪勒

51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52 flood 2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53 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54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55 glacial 2 ['gleisjəl] adj.冰的；冰冷的；冰河时代的

5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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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8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59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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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alnourished 2 [mæl'nʌriʃt] adj.营养不良的；营养失调的

61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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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63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64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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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67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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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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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72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7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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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76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77 was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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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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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0 Abdullah 1 [,æb'dʌlə] n.阿布杜拉（人名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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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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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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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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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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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8 arctic 1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
89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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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92 asif 1 (=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l Fixation) 内固定研究协会

93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94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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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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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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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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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odily 1 ['bɔdili] adv.整体地；亲自地；以肉体形式 adj.身体的；肉体的 n.(Bodily)人名；(英)博迪利

102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03 bowl 1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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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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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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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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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09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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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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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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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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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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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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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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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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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20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21 dengue 1 ['deŋgi] n.[内科]登革热 n.(Dengue)人名；(葡、刚(布))登格

122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23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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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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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7 encouraging 1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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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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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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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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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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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ever 1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136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7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138 flushed 1 [flʌʃt] adj.激动的；心情愉快的 v.使激动；排水（fl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脸发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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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41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
142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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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45 glaciers 1 [ɡ'læsiəz] 冰川

146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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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49 hassan 1 n.哈山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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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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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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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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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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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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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58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59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60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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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6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65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66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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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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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6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7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1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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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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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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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176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177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7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79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0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81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82 melt 1 [melt] vi.熔化，溶解；渐混 vt.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软化；使感动 n.熔化；熔化物

183 millimeters 1 n. 毫米（millimet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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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8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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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
189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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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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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93 nourished 1 ['nʌrɪʃt] adj. 滋养的；有营养的 动词nour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5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96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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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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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201 Pakistani 1 [,pæki'stæni] adj.巴基斯坦的 n.巴基斯坦人

202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03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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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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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07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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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0 poorly 1 ['puəli, 'pɔ:-] adv.贫穷地；贫乏地；不充分地 adj.身体不舒服的；心情恶劣的

211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212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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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21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6 r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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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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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218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219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20 raza 1 ['rɑ:sɑ:] n.(美国墨西哥人的)种族意识 n.(Raza)人名；(巴基)拉扎

221 recede 1 vi.后退；减弱 vt.撤回

222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2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4 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22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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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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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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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231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3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3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34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35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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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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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0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41 sco 1 n. 置位时间计数器(副载波振荡器)

242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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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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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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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hanghai 1 ['ʃæŋhai; 'ʃæŋ'hai] n.上海（中国东部港市）

248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249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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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indh 1 n.信德省（巴基斯坦的一个省）

252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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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55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56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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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olid 1 ['sɔlid] adj.固体的；可靠的；立体的；结实的；一致的 n.固体；立方体 n.(Solid)人名；(瑞典)索利德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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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61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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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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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65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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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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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yed 1 赛义德

26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0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271 TENS 1 十位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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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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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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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oilet 1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
278 toilets 1 ['tɔɪlɪts] 马桶

279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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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unicef 1 ['ju:nisef] abbr.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'sEmergencyFund）

282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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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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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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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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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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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8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8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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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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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93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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