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5-10 [As It Is] US River Communities Try New Methods to
Fight Flooding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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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3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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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6 airplanes 1 飞机

7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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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0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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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4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5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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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7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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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19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20 Arnold 6 ['ɑ:nəld] n.阿诺德（男子名）

21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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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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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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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6 awaiting 1 [ə'weɪt] v. 等候；期待；将降临于

27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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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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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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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32 beaver 1 ['bi:və] n.海狸；海狸皮毛 n.(Beaver)人名；(英)比弗

33 beavers 1 英 ['biː və(r)] 美 ['biː vər] n. 海狸； 獭皮(帽)； <粗>女性生殖器 n. 护面甲 vi. 卖力地工作

3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coming 3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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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38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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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0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41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42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43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4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45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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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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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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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0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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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55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56 Cities 4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5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8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59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0 close 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61 colin 1 ['kɔlin] n.科林（男子名）

62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3 communities 3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64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65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6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67 control 4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8 corps 4 [kɔ:] n.军团；兵种；兵队；（德国大学的）学生联合会 n.(Corps)人名；(西、德)科尔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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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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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7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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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75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76 dams 2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77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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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7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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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ike 1 [daik] n.堤防，堤坝；障碍物；（英）壕沟 vt.筑堤防护；开沟排水（等于dyke） n.(Dike)人名；(英、西)戴克；(塞)迪凯

82 dikes 1 [daɪk] n. 堤坝；排水沟；女同性恋者 v. 开沟排水；构筑防护 =dyke(英）.

83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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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86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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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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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89 easing 1 ['i:ziŋ] n.吃势；容位；松型 v.释放（ease的现在分词）

9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9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92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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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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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96 evident 1 ['evidənt] adj.明显的；明白的

97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98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99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0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01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02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03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04 flood 6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105 flooding 3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06 floods 5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07 floodwater 1 ['flʌdwɔ:tə] n.洪水

108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10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0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11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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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114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15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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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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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19 grasses 1 ['grɑːsɪz] n.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.



120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21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22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23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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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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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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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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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
128 heavier 1 ['hevɪə] adj. 更沉重的；更巨大的

129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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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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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3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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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34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35 hom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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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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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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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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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41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142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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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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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45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146 instead 2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47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48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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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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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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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54 la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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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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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awmaker 1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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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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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essened 1 ['lesnd] adj. 减少的；减弱的 动词less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0 levee 1 ['levi] n.堤坝（码头）；（旧时君主或显贵的）早晨接见 vt.为…筑堤 n.(Levee)人名；(利比)莱维



161 levees 5 ['levi] n. 集体接见；招待会；堤岸；码头 v. 筑堤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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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法)勒韦尔

163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64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165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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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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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oc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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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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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70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17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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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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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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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177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78 marsh 2 [mɑ:ʃ] n.沼泽；湿地 adj.沼泽的；生长在沼泽地的 n.(Marsh)人名；(俄)马尔什；(英、瑞典)马什

179 marshes 1 沼泽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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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81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82 melting 1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183 methods 2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84 Midwestern 1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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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ississippi 3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7 Missouri 2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188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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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1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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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ound 1 [maund] n.堆；高地；坟堆；护堤 vt.堆起；筑堤 vi.积成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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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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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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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97 natu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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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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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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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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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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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04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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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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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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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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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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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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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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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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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15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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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1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9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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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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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verflowing 1 英 [əʊvə'fləʊɪŋ] 美 [oʊvə'floʊɪŋ] n. 溢出物；溢流 adj. 充沛的；充满的 动词overf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2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23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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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25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2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7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28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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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lan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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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3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2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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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35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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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roceeding 1 [prəu'si:diŋ] n.进行；程序；诉讼；事项 v.开始；继续做；行进（proceed的ing形式）

238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39 properties 1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24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41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ːr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242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

243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244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45 reached 1 到达

246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7 reclaiming 1 [rɪ'kleɪmɪŋ] n. 再生；恢复 动词reclaim的现在分词.

248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49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5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51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52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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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55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256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257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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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60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6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62 river 8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63 Rivers 3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64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65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66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67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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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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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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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72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273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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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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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7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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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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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hallow 1 ['ʃæləu] adj.浅的；肤浅的 n.[地理]浅滩 vt.使变浅 vi.变浅 n.(Shallow)人名；(英)沙洛

281 shaping 2 ['ʃeɪpɪŋ] n. 成形；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.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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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3 shockey 1 n. 肖基



284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8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6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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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289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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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291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92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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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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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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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97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98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99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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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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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torms 1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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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04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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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07 surrendered 1 英 [sə'rendə(r)] 美 [sə'rendər] v. 投降；屈服；放弃 n. 投降；屈服；放弃

308 swamp 1 [swɔmp, swɔ:mp] n.沼泽；湿地 vt.使陷于沼泽；使沉没；使陷入困境 vi.下沉；陷入沼泽；陷入困境；不知所措（过去式
swamped，过去分词swamped，现在分词swamping，第三人称单数swamps，名词swampiness，形容词swampy）

309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10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311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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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13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14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315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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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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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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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2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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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24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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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6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27 town 4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28 towns 1 n. 汤斯

329 trees 2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30 trend 2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331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32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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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us 1 pron.我们

335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3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3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8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339 walls 2 ['wɔː lz] n. 墙壁

34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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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2 wat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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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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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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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347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48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349 wegner 1 n. 韦格纳

350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51 wet 2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352 wetland 1 ['wetlænd] n.湿地；沼泽地 n.(Wetland)人名；(德)韦特兰

353 wetlands 3 ['wetlændz] n.湿地（wetland的复数形式）；沼泽地；塘地

354 wettest 1 ['wetɪst] adj. 湿的；多雨的

355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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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7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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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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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1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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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