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2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Historic Agreement Reached at
UN Environment Mee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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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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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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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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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dea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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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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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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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reement 7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2 biodiversity 7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13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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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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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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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billion 4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0 environment 4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21 financin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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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plants 4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2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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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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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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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cop 3 [kɔp] vt.抓住 n.巡警，警官 n.(Cop)人名；(塞、捷)措普；(土)焦普

30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31 Huang 3 n.黄（姓氏）

32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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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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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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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6 subsidies 3 ['sʌbsədi] n. 津贴；补助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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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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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anted 3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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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1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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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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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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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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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8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49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 calls 2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51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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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nada 2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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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mplaint 2 [kəm'pleint] n.抱怨；诉苦；疾病；委屈

55 conferenc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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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ngo 2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5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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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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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61 expressed 2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62 final 2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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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goals 2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65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66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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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69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70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71 land 2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72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73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74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75 Montreal 2 [,mɔntri'ɔ:l] n.蒙特利尔（加拿大东南部港市）

76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77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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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opposition 2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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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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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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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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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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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84 reached 2 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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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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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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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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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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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2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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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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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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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96 adopted 1 [ə'dɔptid] adj.被收养的；被采用的 v.采用；接受（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98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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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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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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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104 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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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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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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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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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10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1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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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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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15 Cameroon 1 [,kæmə'ru:n; 'kæm-] n.喀麦隆（西非国名）

116 casey 1 ['keisi:] n.凯西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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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heap 1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119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20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21 Christophe 1 n.克里斯多夫（男子名）

122 Chu 1 abbr.摄氏热单位（CentigradeHeatUnit） n.(Chu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朱；(尼日利)舒；(柬)朱；(泰)初

123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24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25 conservancy 1 [kən'sə:vənsi] n.管理；保护；保存

126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27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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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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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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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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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elegates 1 ['delɪɡeɪt] n. 代表 v. 派 ... 为代表；委派；授权；委托

134 deutz 1 多伊茨

135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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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isputes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138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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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u 1 n.二重唱；双人组合

141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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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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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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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48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4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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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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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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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155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56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57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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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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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161 halt 1 [hɔ:lt] vi.停止；立定；踌躇，犹豫 n.停止；立定；休息 vt.使停止；使立定 n.(Halt)人名；(德、芬)哈尔特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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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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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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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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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67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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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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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7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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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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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75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176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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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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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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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8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82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83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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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86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8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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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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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amibia 1 [nɑ:'mibiə] n.纳米比亚（非洲西南部国家）

191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2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193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4 negotiator 1 [ni'gəuʃieitə, -si-] n.谈判者；磋商者；交涉者

195 negotiators 1 n.磋商者（negotiator的复数形式）

19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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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bjected 1 英 ['ɒbdʒɪkt] 美 ['ɑːbdʒekt] n. 物体；目标；对象；宾语 v. 反对；提出 ... 作为反对的理由

199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20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01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202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03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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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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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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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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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210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211 Pierre 1 [pi(:)'ɛə] n.皮埃尔（男子名）

212 plessis 1 普莱西

213 poisons 1 ['pɔɪzn] n. 毒药；毒害；败坏道德之事 vt. 毒害；摧毁；中毒 adj. 有毒的；危险的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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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16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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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8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219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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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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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23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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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26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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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29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230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31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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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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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verse 1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
235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36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237 satisfied 1 ['sætisfaid] adj.感到满意的 v.使满意（satisfy的过去式）

238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39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4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4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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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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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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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47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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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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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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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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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ubsidy 1 ['sʌbsidi] n.补贴；津贴；补助金

25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55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56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7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58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59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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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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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6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2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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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5 tougher 1 [tʌfə] adj. 更困难的 形容词tough的比较级.

266 Uganda 1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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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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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1 us 1 pron.我们

27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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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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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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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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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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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