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0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N Calls on Humanity to End
'War on Nature'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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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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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4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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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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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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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0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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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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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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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0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
21 apocalyptic 2 [ə,pɔkə'liptik] adj.启示录的；天启的

22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3 arctic 2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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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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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7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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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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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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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32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33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34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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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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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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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9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40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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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2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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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orenstein 1 n. 博伦斯坦

45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46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47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8 burning 2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49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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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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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2 calls 2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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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rbon 4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55 catastrophe 2 [kə'tæstrəfi] n.大灾难；大祸；惨败

56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7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8 Celsius 7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59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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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
62 climate 6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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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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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66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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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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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mmit 2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70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71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72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73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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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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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ulminating 1 [kʌl'mɪneɪtɪŋ] adj. 达绝顶的；终极的；最后的 动词cul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8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79 cyclones 1 ['saɪkləʊnz] 旋流器

80 dead 3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81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82 dec 1 abbr.数位计算设备公司（DigitalEquipmentCorporation）；数字设备公司（DataEquipmentCompany）；直接能量转换
（DirectEnergyConversion）

83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84 degrees 7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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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86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87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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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90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91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92 disasters 1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93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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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oubly 1 ['dʌbli] adv.双重地；加倍地；双摺地

95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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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98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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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00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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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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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lect 1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
104 emissions 3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105 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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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07 energy 4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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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10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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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1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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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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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17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18 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19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20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1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22 fossil 7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123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24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25 frank 1 [fræŋk] adj.坦白的，直率的；老实的 n.免费邮寄特权 vt.免费邮寄

126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27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8 fuel 4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29 fuels 5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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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fulfill 1 [ful'fil] vt.履行；实现；满足；使结束（等于fulfil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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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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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gases 2 ['ɡæsɪz] n. 气体

134 gener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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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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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lobal 3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37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38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39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4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41 guterres 4 古特雷斯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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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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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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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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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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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eat 6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48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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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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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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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ottest 2 ['hɒtɪst] adj. 最热的；热烈的 形容词hot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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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55 humanity 3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156 hurricanes 3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
157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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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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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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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62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63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6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5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66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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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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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nvesting 1 [ɪnvestɪŋ] n.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9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70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1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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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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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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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75 jordans 1 n. 乔丹斯

176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77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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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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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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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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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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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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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8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86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87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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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89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90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91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9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93 maj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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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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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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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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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99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00 meteorological 1 [,mi:tiərə'lɔdʒikəl] adj.气象的；气象学的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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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inimum 1 ['miniməm] n.最小值；最低限度；最小化；最小量 adj.最小的；最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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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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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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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07 nations 4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08 natu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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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ature 3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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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net 1 [net] n.网；网络；净利；实价 vi.编网 vt.得到；净赚；用网捕 adj.纯粹的；净余的 n.(Net)人名；(法)内

212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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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1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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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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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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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bligated 1 英 ['ɒblɪɡeɪtɪd] 美 ['ɑːblɪɡeɪtɪd] adj. 有义务的，有责任的 v. 动词obligate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

219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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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23 oil 4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24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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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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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7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228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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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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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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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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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akistan 1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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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aris 3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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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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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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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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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241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42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243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44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45 prepares 1 英 [prɪ'peə(r)] 美 [prɪ'per] v. 预备；准备

24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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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49 producing 2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0 production 3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51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52 prolonged 2 [prəu'lɔŋd, -'lɔ:-] adj.延长的；拖延的；持续很久的

253 promise 2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54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55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256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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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25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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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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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2 record 10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63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64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65 relating 2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66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267 renewable 2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
268 repor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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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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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eports 3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71 resurrect 2 [,rezə'rekt] vt.使复活；复兴；挖出 vi.复活

272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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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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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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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8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79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80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81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82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83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84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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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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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8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8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89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90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91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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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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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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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96 Siberia 1 [sai'biəriə] n.西伯利亚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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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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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00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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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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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303 spell 1 [spel] vt.拼，拼写；意味着；招致；拼成；迷住；轮值 n.符咒；一段时间；魅力 vi.拼字；轮替 n.(Spell)人名；(英)斯佩尔

304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05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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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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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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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torms 2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310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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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312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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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15 suicidal 1 [sjui'saidəl] adj.自杀的，自杀性的；自我毁灭的；自取灭亡的

316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317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18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319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320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21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22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23 terrible 2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324 tha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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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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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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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0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1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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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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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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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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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5 tracker 1 ['trækə] n.拉纤者，纤夫；追踪系统，[自]跟踪装置；追踪者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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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37 trapping 2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
338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39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340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34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2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343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44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45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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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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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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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350 waging 1 [weɪdʒ] n. 工资；报酬 v. 开展；从事；进行(战争、运动)

351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52 warmer 1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353 warm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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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5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356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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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e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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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ester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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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361 wildfires 3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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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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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wmo 2 n.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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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6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67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368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69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70 yearly 3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7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7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73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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