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3 [As It Is] Australian Youngsters Take Legal Action to
Stop Coal Mine Expans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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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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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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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al 10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Australia 7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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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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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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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case 5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13 lawsuit 5 ['lɔ:sju:t] n.诉讼（尤指非刑事案件）；诉讼案件

14 mine 5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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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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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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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ction 4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ustralian 4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22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3 court 4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24 expansion 4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25 Feder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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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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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future 4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8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9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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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person 4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3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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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5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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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6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7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8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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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Kirwan 3 n.(Kirwan)人名；(英)柯万

40 law 3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41 legal 3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42 plaintiff 3 ['pleintif] n.原告

43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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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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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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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7 you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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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9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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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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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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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eap 2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54 class 2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55 commented 2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56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57 duty 2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58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59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60 exports 2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61 gases 2 ['ɡæsɪz] n. 气体

62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63 greenhouse 2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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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injunction 2 [in'dʒʌŋkʃən] n.[管理]禁令；命令；劝告

66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67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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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7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71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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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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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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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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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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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80 teenage 2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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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83 whitehaven 2 n. 怀特黑文(在英国；西经 3º35' 北纬 54º33')

84 youngsters 2 ['jʌŋstəz] 青少年

85 accuses 1 [ə'kjuːz] v. 谴责；控告；指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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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88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89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90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91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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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94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95 argues 1 英 ['ɑːɡjuː] 美 ['ɑːrɡjuː]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96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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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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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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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0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02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03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104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05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10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07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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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10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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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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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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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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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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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mplexity 1 [kəm'pleksiti] n.复杂，复杂性；复杂错综的事物

120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121 costing 1 ['kɔstiŋ] n.成本计算；生产费用 v.花费（cost的ing形式） n.(Costing)人名；(罗)科斯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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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urts 1 英 [kɔːt] 美 [kɔː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124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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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27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28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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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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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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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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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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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38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39 fin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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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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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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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4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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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47 gunnedah 1 n. 冈尼达(在澳大利亚；东经 150º15' 南纬 30º59')

148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49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50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ːr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51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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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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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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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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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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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

159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6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1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62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63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4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65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66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67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68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69 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170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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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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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73 ley 1 [lei, li:] n.草地；牧地；轮作草地 n.(Ley)人名；(德、法、匈、柬)莱；(英)利

174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75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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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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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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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80 mercer 1 ['mə:sə] n.绸缎商人；布商；呢绒布商 n.(Mercer)人名；(英)默瑟；(法)梅塞

181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82 mines 1 n.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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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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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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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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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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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0 northwest 1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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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2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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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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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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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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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99 phil 1 [fil] abbr.哲学（philosophy）

200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

201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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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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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roducers 1 生产性

206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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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09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210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11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12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1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14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
215 reserve 1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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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18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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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1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22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23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224 sixteen 1 ['siks'ti:n] adj.十六的，十六个的 num.十六

22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26 slowdown 1 ['sləudaun] n.减速；怠工；降低速度

22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28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9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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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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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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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ue 1 [sju:, su:] vt.控告；请求 vi.控告；提出请求 n.(Sue)人名；(日)末(名)；(法)休；(英)休(女子教名Susan、Susanna的昵称)

233 sues 1 [su ]ː vt. 控告；起诉 vi. 请求；起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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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ussan 1 叙桑

236 Sydney 1 ['sidni] n.悉尼（澳大利亚港市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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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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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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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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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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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3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44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45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246 unknowns 1 [ʌn'nəʊnz] 未知事件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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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49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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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ales 1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
25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53 warming 1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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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5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7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25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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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0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61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262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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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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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6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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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7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