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9 [As It Is] Extreme Heat, Dry Conditions Fuel California
Wildfir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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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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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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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irlifted 1 英 ['eəlɪft] 美 ['erlɪft] n. 空运；空中补给线 v. 空运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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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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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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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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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8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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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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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a 5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1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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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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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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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ugu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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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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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attling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28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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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3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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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34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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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rnardino 1 n.(Bernardino)人名；(英)伯纳迪诺；(西、意、葡)贝尔纳迪诺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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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9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40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41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42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3 burned 2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44 burning 3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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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lifornia 1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7 campground 1 ['kæmpgrəund] n.露营场所；野营地

48 camping 1 ['kæmpiŋ] n.露营；野营 v.露营；扎营；临时安顿（camp的ing形式）

4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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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elsius 5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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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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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5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56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7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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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0 conditions 6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61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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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64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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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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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68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69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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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1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72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73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74 degrees 3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75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76 Denver 4 ['denvə] n.丹佛（地名，美国城市）

7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78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79 destroyed 2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80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

81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82 displaying 1 [dɪsp'leɪɪŋ] n. 显示；陈列 动词display的现在分词形式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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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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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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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ry 3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8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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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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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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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92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93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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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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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7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98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99 extreme 3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00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01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02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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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ire 8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05 firefighters 1 ['faɪə̩ faɪtəz] n. 消防员（firefighter的复数）

106 fires 7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07 flame 1 [fleim] n.火焰；热情；光辉 v.焚烧；泛红 n.(Flame)人名；(法)弗拉姆；(西)弗拉梅

108 flames 2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
109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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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orest 2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12 forestry 1 ['fɔristri] n.林业；森林地；林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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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15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16 Fresno 2 ['freznəu] n.夫勒斯诺市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城市）

117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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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ueling 1 [fjuːəlŋɪ] n. 加燃料；加油 动词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0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21 guard 3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12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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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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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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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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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27 heatwave 1 ['hi:tweiv] n.热浪；奇热时期

128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29 hectare 1 ['hektɑ:] n.公顷（等于1万平方米）

130 helicopters 2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131 high 3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32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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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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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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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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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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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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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4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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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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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48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49 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15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51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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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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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ghtning 1 adj.闪电的；快速的 n.闪电 vi.闪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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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57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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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60 lynne 1 n. 琳恩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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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2 mammoth 1 ['mæməθ] n.长毛象；猛犸象；庞然大物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；猛犸似的

163 manmade 1 英 ['mænmeɪd] 美 ['mænˌmeɪd] adj. 人造的、合成的

16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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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67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68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6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0 Moore 1 [muə; mɔ:] n.摩尔（男子名）

171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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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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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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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75 national 4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76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17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78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9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180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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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83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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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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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87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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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0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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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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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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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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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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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98 paradise 1 ['pærədais] n.天堂 至福境地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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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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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2 pool 1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


203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204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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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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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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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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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rovider 1 [prəu'vaidə] n.供应者；养家者

211 randy 1 ['rændi] adj.好色的；喧闹的；粗俗的 n.莽汉；粗鲁悍妇 n.(Randy)人名；(英)兰迪

212 reached 3 到达

213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4 recor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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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16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17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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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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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escued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220 rescuer 1 ['reskjuə] n.救助者

221 reservoir 1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222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2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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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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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27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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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an 3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29 Saturday 2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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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32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33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34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35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36 servic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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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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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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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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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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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42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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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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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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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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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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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50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251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252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253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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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tormy 1 ['stɔ:mi] adj.暴风雨的；猛烈的；暴躁的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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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25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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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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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emperature 4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61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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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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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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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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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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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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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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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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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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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74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275 trapped 2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6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77 twelve 1 [twelv] n.十二；十二个 num.十二；十二个 adj.十二的；十二个的

278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9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280 unnerving 2 [,ʌn'nə:viŋ] adj.使人紧张不安的 n.除神经法 v.使失去气力，使丧失勇气，使焦躁（unnerve的ing形式）

281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282 us 1 pron.我们

28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4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285 visible 2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

286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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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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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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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ea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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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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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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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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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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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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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ildfire 3 ['waildfaiə] n.火灾；磷火，鬼火；散布极快的事物

299 wildfires 4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
300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301 windy 1 ['windi] adj.多风的，有风的；腹胀的；吹牛的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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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ooded 1 ['wudid] adj.树木繁茂的；森林多的 v.植林于（wood的过去式）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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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306 wo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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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0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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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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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