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0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Warn of More
Deadly Pandemics if Nature Not Protected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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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4 action 3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5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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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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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10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1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2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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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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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1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2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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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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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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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7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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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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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aragona 1 巴拉戈纳

31 bats 1 [bæts] adj.怪异的；疯疯癫癫的；神经不正常的 n.蝙蝠（bat的复数形式） n.(Bats)人名；(法)巴茨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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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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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5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6 biodiversity 1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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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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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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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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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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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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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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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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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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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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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52 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
53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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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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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ntain 2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57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5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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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1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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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eadly 2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64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65 deforestation 1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
66 demonstrated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67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68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69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70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1 diseases 3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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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oom 2 [du:m] n.厄运；死亡；判决；世界末日 vt.注定；判决；使失败 n.(Doom)人名；(泰)伦

74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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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77 ecosystem 1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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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80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81 emerge 2 [i'mə:dʒ] vi.浮现；摆脱；暴露

82 emerged 1 英 [i'mɜːdʒ] 美 [i'mɜ rːdʒ] vi. 浮现；(由某种状态)脱出；(事实)显现出来

83 emerging 1 [i'mə:dʒiŋ] adj.新兴的；出现的；形成的 v.形成；浮现；显露（emerge的ing形式）；由…中脱出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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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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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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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88 estimated 2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89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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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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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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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94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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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xperts 6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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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99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00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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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03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4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05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06 gloom 2 n.昏暗；阴暗

10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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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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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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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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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114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15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16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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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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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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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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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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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24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25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26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12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8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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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9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130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3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33 intergovernmental 1 ['intə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间的

134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35 ipb 1 n. 附有图解说明的零件破坏情况

136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7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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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39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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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kill 2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42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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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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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145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46 lead 2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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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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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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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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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53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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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5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56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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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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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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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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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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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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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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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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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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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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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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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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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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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optimistic 2 [,ɔpti'mistik] adj.乐观的；乐观主义的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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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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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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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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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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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尔姆

18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82 pandemics 5 n.（全国或全球性）流行病，大流行病( pandemic的名词复数 )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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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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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86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187 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88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89 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190 poach 1 [pəutʃ] vt.水煮；偷猎；窃取；把…踏成泥浆 vi.偷猎；侵犯；剽窃

191 poaching 1 ['pəutʃiŋ] n.非法狩猎；物色人才；漂洗；低温煮 v.把…踏成泥浆；非法猎取；漂洗；窃取（poach的ing形式）

19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3 predict 2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19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5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96 prevention 2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97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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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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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01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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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por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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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sponsible 2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0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6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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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09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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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11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1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3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14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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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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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18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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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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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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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oy 1 [sɔi] n.大豆；酱油 n.(Soy)人名；(英、土)索伊；(匈)绍伊；(老)隋

224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25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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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2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8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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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teve 1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
231 s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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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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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trategy 2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234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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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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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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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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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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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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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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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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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46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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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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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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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51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52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
253 trillion 2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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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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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undiscovered 1 英 [ˌʌndɪs'kʌvəd] 美 [ˌʌndɪs'kʌvərd] adj. 未被发现的

257 urbanization 2 [,ə:b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都市化；文雅化

258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259 urges 1 英 [ɜːdʒ] 美 [ɜ rːdʒ] vt. 驱策；鼓励；催促；力陈 vi. 极力主张 n. 冲动；强烈愿望

260 us 1 pron.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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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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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63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64 viruses 2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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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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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268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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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271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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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4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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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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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277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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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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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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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83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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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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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8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88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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