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6 [As It Is] Aid Groups_ Ban on Women Workers Will
Hurt Afghanista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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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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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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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men 1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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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id 9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9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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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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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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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ban 6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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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nternational 6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5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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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 Afghanistan 5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18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9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0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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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emale 4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3 food 4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4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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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6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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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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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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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operations 4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30 organizations 4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1 services 4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32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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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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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uspended 4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35 taliban 4 n. 塔利班

36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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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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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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9 agencies 3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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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December 3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42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3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4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45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46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7 hu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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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irc 3 英 [ˌaɪɑ 'ːsiː ] 美 [ɑ rː] abbr. 网络实时聊天（=Internet Relay Chat） abbr. 国际红十字会(=International Red Cross)

49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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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NGOs 3 n. 非政府组织

51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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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3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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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56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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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8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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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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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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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4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65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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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68 gender 2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69 governmental 2 [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的；政治的；统治上的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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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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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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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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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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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76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77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78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79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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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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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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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82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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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85 rahman 2 n.(Rahman)人名；(塞、印、阿拉伯)拉赫曼

86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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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89 sa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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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ayed 2 赛义德

91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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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94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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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treated 2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96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9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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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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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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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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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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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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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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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fghan 1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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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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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5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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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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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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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19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120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121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122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123 barred 1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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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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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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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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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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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butt 1 [bʌt] n.屁股；烟头；笑柄；靶垛；粗大的一端 vt.以头抵撞；碰撞 n.(Butt)人名；(英)巴特；(俄、德、印、巴基)布特

130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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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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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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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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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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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37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38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39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140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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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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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44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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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14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8 disasters 1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149 displaced 1 [dis'pleist] adj.无家可归的；位移的；被取代的 n.无家可归者 v.取代（displace的过去分词）；移动…的位置；撤换

150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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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53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154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5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56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5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58 eleven 1 [i'levən] n.十一；十一个 adj.十一的；十一个的 num.十一；十一个

159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60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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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63 equality 1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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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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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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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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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69 finance 1 [fai'næns] n.财政，财政学；金融 vt.负担经费，供给…经费 vi.筹措资金 n.(Finance)人名；(法)菲南斯

170 financi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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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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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73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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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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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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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anging 1 ['hæŋiŋ] n.悬挂；绞刑；帘子，幔帐 adj.悬挂着的 v.悬挂（hang的ing形式）

178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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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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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81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2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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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85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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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88 immunization 1 [,imju:nai'zeiʃən, -ni'z-] n.免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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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9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92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93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94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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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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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9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9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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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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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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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205 marry 1 ['mæri] vt.嫁；娶；与……结婚 vi.结婚 n.(Marry)人名；(阿拉伯)马雷；(法)马里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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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7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08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09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21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11 mountainous 1 ['mauntinəs] adj.多山的；巨大的；山一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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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3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14 necessities 1 [nɪ'sesɪtɪz] n. 必需品 名词necessity的复数形式.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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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17 nurses 1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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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2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21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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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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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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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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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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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31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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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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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rogramme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计划，规划；节目；程序 vi.编程序；制作节目 vt.规划；拟…计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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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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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vinces 1 n.省份；地方；职权（province的复数形式）

239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40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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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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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44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245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46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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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49 samira 1 萨米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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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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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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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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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57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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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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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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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263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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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66 suspending 1 [səs'pendɪŋ] n. 悬浮；暂停 动词sus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67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268 suspensions 1 [səs'penʃnz] 悬浮液

26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0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71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72 tents 1 [tents] n. 旅游帐篷 名词tent的复数形式.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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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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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78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7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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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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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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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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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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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fp 1 abbr. World Food Program(me)(联合国)世界粮食计划署

289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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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4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295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9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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