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07 [As It Is] Nepal Reopens to Foreign Mountain Climbe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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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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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venture 3 [əd'ventʃə, æd-] n.冒险；冒险精神；投机活动 vt.冒险；大胆说出 vi.冒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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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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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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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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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g 1 ['æŋ] (=angiogram) 血管造影照片,(=angiotensin) 血管紧张素,(=angle of the scapula) 肩胛角,(=angle) 角,(=angulation) 角度

1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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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6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7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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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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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20 arrivals 1 [ə'raɪvəlz] n.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.

21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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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4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25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6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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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29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32 bahrain 1 [ba:'rein] n.巴林岛

33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ds 1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6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7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8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39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0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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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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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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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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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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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47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8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49 climb 2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50 climbers 2 [k'laɪməz] 脚扣

51 climbing 1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52 climbs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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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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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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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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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9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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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ronavirus 5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1 countr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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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ntryside 1 ['kʌntri,said] n.农村，乡下；乡下的全体居民

63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64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5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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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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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0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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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73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74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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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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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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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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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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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82 employ 1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83 employs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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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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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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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8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89 everest 2 ['evərist] n.珠穆朗玛峰（世界最高峰）

90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91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92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93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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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all 2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96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97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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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oreign 6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00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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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03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0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5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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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07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08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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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112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113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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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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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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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1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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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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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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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ome 3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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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25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126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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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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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ndustry 5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29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30 insurance 1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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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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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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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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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36 kathmandu 1 n. 加德满都(尼泊尔首都) =Katmandu.

137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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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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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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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42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43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4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5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46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47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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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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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50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51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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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anage 2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153 manaslu 1 玛纳斯卢峰

154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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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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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8 mount 4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159 mountain 3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160 mountaineering 4 [,maunti'niəriŋ] n.登山；登山运动；爬山 v.登山（mountaineer的ing形式）

161 mountaineers 2 英 [ˌmaʊntə'nɪə(r)] 美 [ˌmaʊntn'ɪr] n. 登山家；山地人

162 Mountains 4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163 m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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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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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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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epal 13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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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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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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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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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3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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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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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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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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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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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179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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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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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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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186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7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188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89 peaks 1 [piː ks] n. 峰巅；山尖；最高点 名词pea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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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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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93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94 permitted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5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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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97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198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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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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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ve 2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20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02 quarantine 3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203 ray 1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
204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0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06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07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08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09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10 reopens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11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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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13 required 3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14 restriction 1 [ri'strikʃən] n.限制；约束；束缚

215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16 revive 2 [ri'vaiv] vi.复兴；复活；苏醒；恢复精神 vt.使复兴；使苏醒；回想起；重演，重播

217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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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rudra 1 n.(Rudra)人名；(尼、斯里)鲁德拉

219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0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21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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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3 season 5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24 seasons 1 ['siː 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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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ctor 2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
227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28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29 Sherpa 1 n.夏尔巴人（散居在喜马拉雅山两侧，主要在尼泊尔，少数散居于中国、印度和不丹） n.sherpa，羊羔绒

23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31 Singh 1 [siŋ] n.辛格（印度总理）；查理·拉杰（电影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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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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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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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36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237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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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prin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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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41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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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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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6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247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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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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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tallest 1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250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51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52 test 3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53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54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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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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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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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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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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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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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2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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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4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265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66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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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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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8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9 tourism 5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270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
271 trail 1 vt.追踪；拖；蔓延；落后于 n.小径；痕迹；尾部；踪迹；一串，一系列 vi.飘出；蔓生；垂下；拖曳 n.(Trail)人名；(英)
特雷尔

272 trails 1 [treɪl] n. 踪迹；小径；尾；一系列 vi. 拖；落后于 vt. 追踪；拖拽；尾随

273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74 trek 3 [trek] n.艰苦跋涉 vt.（牛）拉（货车）；搬运 vi.艰苦跋涉 n.(Trek)人名；(阿拉伯)特里克

275 trekker 1 [trek] vi. 长途跋涉 n. 艰苦跋涉

276 trekking 1 [trek] vi. 长途跋涉 n. 艰苦跋涉

277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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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shering 1 策林

28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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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83 us 1 pron.我们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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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visa 1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286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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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sitor 1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288 visitors 10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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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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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3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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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9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96 welcomed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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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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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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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2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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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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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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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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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0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07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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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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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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