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1 [As It Is] Guatemala Mayan Villagers Tell of Escape from
Deadly Landslid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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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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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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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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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6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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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ong 3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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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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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3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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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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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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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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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0 belongings 1 [bi'lɔŋiŋz] n.[经]财产，所有物；亲戚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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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23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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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uried 2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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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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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l 3 [kæl] abbr.计算机辅助学习（ComputerAssistedLearning）；平均计算寿命（CalculatedAverageLife） n.(Cal)人名；(西、葡)卡
尔；(土)贾尔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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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30 Chen 3 n. 陈（中国朝代；姓）

31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32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3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34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35 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36 cried 1 [kraid] v.哭泣；喊叫（cry的过去分词）

37 danger 2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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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40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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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42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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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5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46 disaster 2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4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48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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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elena 1 [ə'leinə; 'elənə] n.埃琳娜（女子名，等于Helen）

51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52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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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scap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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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56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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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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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60 family 6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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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fir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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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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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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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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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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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70 grandparents 2 ['grændpeərənts] n. 外祖父母；祖父母

71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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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uatemala 4 [,gwæti'mɑ:lə] n.危地马拉（拉丁美洲国家）；危地马拉人

74 Guatemalan 1 [,gwæti'mɑ:lən] adj.危地马拉的（中美洲的一个国家） n.危地马拉人

75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7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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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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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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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eav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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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81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82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83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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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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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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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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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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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0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91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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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3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9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95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96 husband 2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97 husbands 1 ['hʌzbənd] n. 丈夫

98 ical 3 abbr.互联网日历（iCalendar）

99 ignoring 1 英 [ɪɡ'nɔː (r)] 美 [ɪɡ'nɔː r] vt. 忽视；不理；不顾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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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1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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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3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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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killed 4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05 km 1 abbr.[计量]公里（kilometer）；千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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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landslide 2 n.[地质]山崩；大胜利 vi.发生山崩；以压倒优势获胜

108 landslides 2 ['lændslaɪdz] 滑坡

10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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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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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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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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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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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17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118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19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20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1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122 Matilde 1 n. 马蒂尔德; 玛蒂尔德

123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24 Mayan 3 ['maiən, 'ma:jən] n.玛雅人；玛雅语 adj.玛雅人的；玛雅语的

125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26 Members 3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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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128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29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30 miserable 2 ['mizərəbl] adj.悲惨的；痛苦的；卑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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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33 mountainsides 1 n.山腰，山坡( mountainside的名词复数 )

134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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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mus 1 abbr.[脊椎]鼠属（mouse）；音乐（music）

137 m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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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39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140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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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3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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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14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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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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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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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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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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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5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5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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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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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58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59 panama 1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160 path 2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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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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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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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67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168 rains 2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169 ran 2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70 raul 1 n. 劳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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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ravine 2 [rə'vi:n] n.沟壑，山涧；峡谷

172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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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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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rescuers 1 n.救援者（rescuer的复数）

176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177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178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179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80 risked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181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82 Rolando 1 n. 罗兰多

183 ropes 1 英 [rəʊps] 美 [roʊps] n. 栏绳 名词rope的复数形式.

184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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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anta 1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186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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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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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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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hand 2 n. 尚德

192 s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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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3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194 sheltered 1 ['ʃeltəd] adj.受保护的；掩蔽的；免税的；为弱者提供方便的 v.庇护（shelter的过去分词）

195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196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19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98 slide 2 n.滑动；幻灯片；滑梯；雪崩 vi.滑动；滑落；不知不觉陷入 vt.滑动；使滑动；悄悄地迅速放置

199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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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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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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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04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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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07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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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urvivors 5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210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11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12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213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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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e 2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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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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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17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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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20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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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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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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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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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2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8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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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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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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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village 3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233 villagers 1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234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235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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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23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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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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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242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3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4 wet 1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245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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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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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8 whole 3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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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1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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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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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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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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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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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reckage 1 ['rekidʒ] n.（失事船或飞机等的）残骸；（船只等的）失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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