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6 [As It Is] Choking Air from Western Fires Worst on
Planet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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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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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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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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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7 air 1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8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9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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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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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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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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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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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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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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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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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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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1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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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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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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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lowing 1 ['bləuiŋ] n.吹制；吹气法 v.吹；鼓风（blow的现在分词）；充气

28 blows 1 英 [bləʊ] 美 [bloʊ] n. 打击；殴打；吹 v. 吹；风吹；擤(鼻子)；(保险丝)熔断；<口>浪费(机会)

29 borsum 2 博苏姆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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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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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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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lifornia 5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35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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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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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hest 1 [tʃest] n.胸，胸部；衣柜；箱子；金库

39 choking 1 ['tʃəukiŋ] adj.令人窒息的；透不过气来的 v.阻塞；使…窒息；抑制（choke的ing形式）

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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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lo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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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(法)
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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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4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46 cooped 2 [kuːp] n. 笼子 v. 把…关起来

4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8 cover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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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0 darling 3 ['dɑ:liŋ]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 n.(Darling)人名；(英)达林

51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52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53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54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55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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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ylan 1 ['dilən] n.狄伦（男子名）

58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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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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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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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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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4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65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66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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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6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69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70 fan 2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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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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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ires 5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75 flames 1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
76 Flanagan 1 ['flænəgən] n.弗拉纳根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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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79 fog 1 [fɔg] n.雾；烟雾，尘雾；迷惑 vt.使模糊；使困惑；以雾笼罩 vi.被雾笼罩；变模糊 n.(Fog)人名；(丹)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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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1 fresh 2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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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84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85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6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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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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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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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92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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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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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adache 1 ['hedeik] n.头痛；麻烦；令人头痛之事

95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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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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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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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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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01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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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3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0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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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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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8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109 issa 1 n. (东北非的)伊萨人

1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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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2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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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kranz 2 n. 克兰兹

114 l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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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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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17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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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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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1 lived 2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22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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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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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luckett 1 n. 勒基特

125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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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meteorologist 3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
128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29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3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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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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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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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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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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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38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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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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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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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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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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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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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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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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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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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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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regon 8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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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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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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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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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57 pattern 2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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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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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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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2 planet 2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63 Portland 5 ['pɔ:tlənd; 'pəu-] n.波特兰（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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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quality 4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66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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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9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170 repetitive 1 [ri'petətiv] adj.重复的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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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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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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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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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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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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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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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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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hand 2 n. 尚德

181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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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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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kies 1 [skaiz] n.天空（sky的复数） v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；飞涨（sk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5 smelly 1 ['smeli] adj.有臭味的，发臭的

186 smog 3 [smɔg, smɔ:g] n.烟雾

187 smoke 6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188 smoky 1 ['sməuki] adj.冒烟的；烟熏味的；熏着的；呛人的；烟状的

189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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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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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pokane 1 [spəu'kæn] n.斯波坎市（美国华盛顿州）

192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193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194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195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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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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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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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tro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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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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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03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04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05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206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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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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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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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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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1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1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6 thick 2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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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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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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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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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22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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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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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5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26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227 trapp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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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28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29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3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1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232 unhealthy 1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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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until 4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35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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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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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38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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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24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2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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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4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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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eath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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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7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4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9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50 wester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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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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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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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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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255 winds 2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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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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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wo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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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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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yellowish 1 ['jeləuiʃ] adj.微黄色的，淡黄色的

261 zoe 1 [zəui] n.生命

262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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