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12 [Education Report] World Leaders Seek to Improve
Basic Learning Skill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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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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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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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children 1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7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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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learning 10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9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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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1 world 8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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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kills 7 技能

14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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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basic 6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6 education 6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7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 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0 read 6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1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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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before 5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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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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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unicef 5 ['ju:nisef] abbr.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'sEmergencyFund）

27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8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9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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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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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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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34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5 foundational 4 adj.基础的；基本的

36 must 4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什
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37 Niger 4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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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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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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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40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41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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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educational 3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43 global 3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44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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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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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47 millions 3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48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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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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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reading 3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51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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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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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54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5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6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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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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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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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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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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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2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3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6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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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io 2 ['baiəu] n.个人简历，小传 n.(Bi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、土、刚(金)、塞拉)比奥

6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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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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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mmit 2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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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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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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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ree 2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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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77 grade 2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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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80 improve 2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81 inclusive 2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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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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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84 Leone 2 [li'əuni] n.利昂（塞拉利昂货币单位） n.(Leone)人名；(英、葡、德、意)莱昂内

85 maada 2 马达

86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87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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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90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91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9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93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94 poverty 2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95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96 promis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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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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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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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00 sentence 2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10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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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sierra 2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103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04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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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sub 2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106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0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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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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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10 transform 2 [træns'fɔ:m, trænz-, trɑ:n-] vt.改变，使…变形；转换 vi.变换，改变；转化

111 us 2 pron.我们

112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13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4 wor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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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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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17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11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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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21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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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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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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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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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27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28 attendees 1 n.（会议等的）出席者(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)

129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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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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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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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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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36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37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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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ulgaria 1 [bʌl'gεəriə] n.保加利亚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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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2 Catherine 1 ['kæθərin] n.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143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44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145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146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147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148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4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50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151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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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54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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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57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58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59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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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62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63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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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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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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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8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69 eleonora 1 n. 埃莉奥诺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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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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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nroll 1 [in'rəul] vt.登记；使加入；把...记入名册；使入伍 vi.参加；登记；注册；记入名册

172 enrollment 1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173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174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75 equitable 1 ['ekwitəbl] adj.公平的，公正的；平衡法的

17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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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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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80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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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orum 1 ['fɔ:rəm] n.论坛，讨论会；法庭；公开讨论的广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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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uels 1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
18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86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87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88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8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0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91 ibrahim 1 n.易卜拉欣（与阿丹、努哈、穆萨、尔撒和穆罕默德并称为安拉的六大使者，亦系犹太教和基督教推崇的圣人和希
伯来人的祖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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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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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95 inequality 1 [,ini'kwɔləti] n.不平等；不同；不平均

19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97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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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julius 1 ['dʒu:ljəs] n.朱利叶斯（男子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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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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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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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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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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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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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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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211 meals 1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21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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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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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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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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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7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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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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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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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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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2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4 owe 1 [əu] vt.欠；感激；应给予；应该把……归功于 vi.欠钱 n.(Ow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奥弗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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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articipant 1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227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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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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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1 primary 1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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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roductive 1 [prəu'dʌktiv] adj.能生产的；生产的，生产性的；多产的；富有成效的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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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rogr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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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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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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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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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quarters 1 ['kwɔtə(r)z] n.住处；四分之一（quarter的复数）；营房 v.把…四等分；供…住宿（quarter的三单形式）

24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1 reimers 1 n. 赖默斯

24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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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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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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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4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50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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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ocieties 1 [sə'saɪəti] n. 社会；(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、法律等的）特定群体；社团；协会；上层社会；社交圈；交往

253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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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6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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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58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59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60 summit 1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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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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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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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67 transforming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26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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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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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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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3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75 villegas 1 比列加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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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78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27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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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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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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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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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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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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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28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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