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5 [As It Is] City in Pakistan Ranked Worst for Air Quality
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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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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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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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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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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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8 air 1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9 airborne 1 ['εəbɔ:n] adj.[航]空运的；空气传播的；风媒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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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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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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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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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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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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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sia 2 ['eiʃə] n.亚洲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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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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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ahrain 1 [ba:'rein] n.巴林岛

24 Bangladesh 1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2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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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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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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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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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nberra 1 ['kænbərə] n.堪培拉（澳大利亚的首都）

33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34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35 Chad 2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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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ities 4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38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9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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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leanest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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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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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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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45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46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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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ubic 2 ['kju:bik] adj.立方体的，立方的 n.(Cubic)人名；(罗)库比克

48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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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ehli 2 德利

51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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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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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55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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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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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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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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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Guam 1 [gwɑ:m] n.关岛（属于美国，位于西太平洋）

62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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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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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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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66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6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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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Hotan 1 和田（新疆城市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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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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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2 India 2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73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7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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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77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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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Lahore 2 [lə'hɔ:r] n.拉合尔（巴基斯坦城市）

8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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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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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法)勒韦尔

83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84 live 3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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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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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89 maximum 1 ['mæksiməm] n.[数]极大，最大限度；最大量 adj.最高的；最多的；最大极限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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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1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92 measurement 2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
93 measurements 1 ['meʒəmənts] n.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.

94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95 meter 2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96 microgram 4 ['maikrəugræm] n.微克；微观图，显微照片

97 monitors 1 英 ['mɒnɪtə(r)] 美 ['mɑːnɪtər] v. 监视；监督；监听 n. 班长；监视器；监听员；[计算机]显示器

98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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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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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1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102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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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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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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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07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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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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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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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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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116 Pakistan 4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117 particles 2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11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9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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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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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pm 3 [,pi: 'em] abbr.（拉）下午（PostMeridiem，等于afternoon）；调相（PhaseModulation）

12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4 polluted 4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5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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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128 purifiers 1 n.清洁者( purifier的名词复数 ); 清洁器; 精制的; 精炼者

129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130 quality 6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31 ranked 2 [ræŋk] n. 等级；阶层；排；列 v. 排列；分等级；列为；排名，排位 adj. 繁茂的；讨厌的

132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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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repor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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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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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38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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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second 3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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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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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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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sixty 1 ['siksti] num.六十；六十个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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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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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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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148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149 Swiss 1 [swis] adj.瑞士的；瑞士人的；瑞士风格的 n.瑞士人；瑞士腔调

15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51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15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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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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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the 2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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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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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158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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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60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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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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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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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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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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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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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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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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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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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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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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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77 world 7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78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179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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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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