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11 [As It Is] You Might Be Surprised about the Riskiest
Places to Live in the U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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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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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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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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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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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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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EMA 8 abbr. 联邦应急管理局(=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)

12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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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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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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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risk 6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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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ities 5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0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21 county 5 ['kaunti] n.郡，县

22 disasters 5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23 happen 5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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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risky 5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26 York 5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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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ounties 4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29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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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igh 4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31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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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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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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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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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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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clo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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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39 Grimm 3 [grim] n.格林姆（姓氏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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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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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3 index 3 ['indeks] n.指标；指数；索引；指针 vi.做索引 vt.指出；编入索引中

44 large 3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45 li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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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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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Oklahoma 3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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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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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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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tool 3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52 tornado 3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
53 tornadoes 3 英 [tɔː 'neɪdəʊ] 美 [tɔː 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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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5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7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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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lculated 2 ['kælkjuleitid] adj.计算出的；适合的；有计划的 v.计算；估计；打算（calc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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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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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63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4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5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66 densely 2 [densli] adv. 密集地；浓厚地

6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8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9 grover 2 n.格鲁佛氏；调弦系统；卷弦器

70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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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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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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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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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75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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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Los 2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77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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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mike 2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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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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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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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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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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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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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places 2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5 populated 2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6 prepared 2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87 rank 2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88 riskiest 2 ['rɪski] adj. 危险的；冒险的；大胆的

89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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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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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takes 2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93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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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95 us 2 pron.我们

96 vulnerability 2 [,vʌlnərə'biliti] n.易损性；弱点

9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8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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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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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01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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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04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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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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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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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09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0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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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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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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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1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1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17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18 borenstein 1 n. 博伦斯坦

11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20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21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22 calculate 1 ['kælkjuleit] vi.计算；以为；作打算 vt.计算；预测；认为；打算

12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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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25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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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onsideration 1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12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29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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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3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2 cutter 1 ['kʌtə] n.刀具，切割机；切割者；裁剪者 n.(Cutter)人名；(英)卡特

133 Dade 1 n. 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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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36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37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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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ensity 1 ['densəti] n.密度

140 destructive 1 [di'strʌktiv] adj.破坏的；毁灭性的；有害的，消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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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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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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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146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147 earthquakes 1 ['ɜːθkweɪks] n.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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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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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52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5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54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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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7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58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59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60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61 frequency 1 ['frikwənsi] n.频率；频繁

162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163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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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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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athers 1 英 ['ɡæðəz] 美 ['ɡæðərz] n. 衣褶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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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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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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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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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73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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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76 hazard 1 ['hæzəd] vt.赌运气；冒…的危险，使遭受危险 n.危险，冒险；冒险的事 n.(Hazard)人名；(法)阿扎尔；(英)哈泽德

177 hazards 1 英 ['hæzəd] 美 ['hæzərd] n. 危险；冒险；危害 vt. 冒险；赌运气 阿扎尔（英超切尔西队球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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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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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omeowners 1 ['həʊməʊnəz] / n.；自己拥有住房者；(住自己房子的)私房屋主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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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83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8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5 infrequent 1 [in'fri:kwənt] adj.罕见的；稀少的；珍贵的；不频发的

186 infrequently 1 [in'fri:kwəntli] adv.很少发生地；稀少地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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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89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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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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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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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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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196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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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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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99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00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01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02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203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20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5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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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8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209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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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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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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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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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14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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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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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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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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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21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22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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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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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27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28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29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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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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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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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3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36 renters 1 n.承租人; 佃户; 出租人; 地主（renter的复数）

237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38 researches 1 ['riː sətʃiː s] n. 研究；调查 名词research的复数形式.

239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240 resilient 1 adj.弹回的，有弹力的；能复原的；可迅速恢复的

241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42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43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24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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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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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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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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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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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25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53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54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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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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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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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258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259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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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uperstorm 1 n. 超级风暴

262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63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64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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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67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6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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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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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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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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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74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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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77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78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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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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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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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83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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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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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7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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