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6 [As It Is] World Population Hits 8 Billion, Creating
Many Challeng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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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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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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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population 16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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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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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world 10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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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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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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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billion 7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6 growth 7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7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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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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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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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frica 5 ['æfrikə] n.非洲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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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onsumption 5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
24 growing 5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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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India 5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7 Nigeria 5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28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9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0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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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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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3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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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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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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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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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populations 4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38 re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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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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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0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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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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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lready 3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43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4 averag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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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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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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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veloped 3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48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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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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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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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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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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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55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6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57 resources 3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58 Saharan 3 [sə'ha:rən] adj.撒哈拉沙漠的；不毛的 n.撒哈拉沙漠之人

59 sub 3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60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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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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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4 accoun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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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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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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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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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70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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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73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4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5 developing 2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76 developm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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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8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9 emissions 2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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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82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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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84 exper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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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oundation 2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86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87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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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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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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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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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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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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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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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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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98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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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populous 2 ['pɔpjuləs] adj.人口稠密的；人口多的

100 poverty 2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101 predicted 2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02 pressure 2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103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104 s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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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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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trained 2 [streind] adj.紧张的；勉强的；牵强附会的；滤过的 v.使紧张（动词s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8 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109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10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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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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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114 wild 2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115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1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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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19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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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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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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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24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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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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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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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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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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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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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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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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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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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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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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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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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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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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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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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44 births 1 英 [bɜːθ] 美 [bɜ rːθ] n. 分娩；出生；诞生；血统 v. 分娩；产生 adj. 有血亲关系的

145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46 brookings 1 n. 布鲁金斯

147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148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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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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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ensus 1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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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55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156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57 Charles 1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158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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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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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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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163 competing 1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164 compounded 1 [kɒm'paʊndɪd] adj. 复合的 动词compou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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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167 consume 1 vt.消耗，消费；使…着迷；挥霍 vi.耗尽，毁灭；耗尽生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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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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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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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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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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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75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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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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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179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80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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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183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84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85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86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87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88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89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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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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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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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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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95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196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97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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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200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201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02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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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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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6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7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208 Frey 1 [frei] n.弗雷（司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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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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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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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213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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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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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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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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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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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223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22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25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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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28 inequalities 1 [ɪnɪk'wɒlɪtɪz] n. 不等式

229 insecurities 1 n.不安全( insecurity的名词复数 ); 不牢靠; 局促不安; 无把握

230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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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233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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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Kenny 1 ['keni] n.肯尼（姓氏）

236 Lagos 1 ['leigɔs; 'lɑ:gəs] n.拉各斯（尼日利亚的首都）

237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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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40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41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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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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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46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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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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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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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overstretched 1 英 [ˌəʊvə'stretʃ] 美 [ˌoʊvər'stretʃ] v. 过度伸长；过度延伸；兵力的过度扩张

252 overstretching 1 [əʊvəst'retʃɪŋ] 过度伸长,超限应力

253 overtake 1 [,əuvə'teik] vt.赶上；压倒；突然来袭 vi.超车

254 Pakistan 1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255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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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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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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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Philippines 1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259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60 polices 1 [pə'liː s] n. 警察；警方 v. 维持治安；管辖；监督

26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2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63 predictions 1 [prɪ'dɪkʃnz] 预言

26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65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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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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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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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rojected 1 [prə'dʒektɪd] adj. 规划中的；突出的；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69 projections 1 [prəd'ʒekʃnz] 投影图

270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7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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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74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7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6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7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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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80 reddy 1 雷迪Ready的变体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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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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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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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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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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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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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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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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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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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4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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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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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98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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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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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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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2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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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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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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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307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308 slower 1 英 [sləʊər] 美 [sloʊər] adj.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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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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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312 srinath 1 斯里纳特

313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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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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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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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18 stretched 1 [st'retʃt] 拉伸的

319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32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321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32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3 Tanzania 1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324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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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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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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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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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331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33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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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5 undergoing 1 [,ʌndə'gəu] vt.经历，经受；忍受

336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337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338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339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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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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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43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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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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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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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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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347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8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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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0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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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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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