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aying Safe in Hot Temperatur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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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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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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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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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r 1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 heat 14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8 or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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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0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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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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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body 10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3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health 7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 hot 7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16 air 6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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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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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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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temperature 6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2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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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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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DC 5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26 cool 5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27 hi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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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9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0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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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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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emperatures 5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3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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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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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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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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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related 4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37 risk 4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8 skin 4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39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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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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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2 age 3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43 conditioned 3 [kən'diʃənd] adj.有条件的，受制约的；习惯于…的 v.使适应（condition的过去分词）；以…为条件

44 damp 3 [dæmp] vt.使潮湿；使阻尼；使沮丧，抑制 vi.减幅，阻尼；变潮湿 n.潮湿，湿气 adj.潮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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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izziness 3 ['dizinis] n.头晕；头昏眼花

47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8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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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humidity 3 [hju:'midəti] n.[气象]湿度；湿气

5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2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53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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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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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nighttime 3 ['naittaim] n.夜间 adj.夜间的；夜里发生的

56 p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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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ick 3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58 stroke 3 n.（游泳或划船的）划；中风；（打、击等的）一下；冲程；（成功的）举动；尝试；轻抚 vt.（用笔等）画；轻抚；
轻挪；敲击；划尾桨；划掉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 vi.击球；作尾桨手，指挥划桨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

59 symptoms 3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60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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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ea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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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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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ff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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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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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69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70 check 2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71 clothing 2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72 cooling 2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
73 cramps 2 [kræmp] n. 抽筋；痉挛；夹钳 (复)cramps: 绞痛. v. 束缚；使痉挛；用夹钳夹紧

74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75 drink 2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76 dry 2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77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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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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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9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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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2 exhaustion 2 [ig'zɔ:stʃən] n.枯竭；耗尽；精疲力竭

83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4 explains 2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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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ast 2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87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88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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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90 headache 2 ['hedeik] n.头痛；麻烦；令人头痛之事

91 heartbeat 2 ['hɑ:tbi:t] n.心跳；情感

92 illness 2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93 illnesses 2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94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95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96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97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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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iquid 2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99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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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01 nausea 2 ['nɔ:ziə, -siə, -ʃə, -ʒə] n.恶心，晕船；极端的憎恶

102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03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04 passing 2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105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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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07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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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109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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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sickness 2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111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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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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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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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teps 2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115 stomach 2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116 sunburn 2 ['sʌnbə:n] n.晒黑；[皮肤]晒斑 vi.晒伤皮肤；晒红皮肤；晒黑皮肤 vt.晒伤；晒黑；晒红

117 sweat 2 [swet] vt.使出汗；流出；使干苦活；剥削；藉出汗减轻；焦急地期待 n.汗；水珠；焦急；苦差使 vi.出汗；辛苦工作；
懊恼；结水珠

11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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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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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21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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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23 weak 2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124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
125 w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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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wetness 2 ['wetnis] n.湿润；下雨

127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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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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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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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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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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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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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sleep 1 [ə'sli:p] adj.睡着的；麻木的；长眠的 adv.熟睡地；进入睡眠状态

13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37 bath 1 [bɑ:θ/bæθ] n.沐浴；浴室；浴盆 vt.洗澡 vi.洗澡

13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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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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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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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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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affeine 1 ['kæfi:n] n.[有化][药]咖啡因；茶精（兴奋剂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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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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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48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149 Caty 1 卡蒂

150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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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53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54 circles 1 英 ['sɜːkl] 美 ['sɜ rːkl] n. 圆圈；圈子；包厢 v. 划圈；包围；盘旋；环绕

155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56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157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58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59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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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62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63 confusion 1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
164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65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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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67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168 courtesy 1 ['kə:tisi] n.礼貌；好意；恩惠 adj.殷勤的；被承认的；出于礼节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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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daytime 1 ['deitaim] n.日间，白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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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73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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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diabetes 1 [,daiə'bi:ti:z] n.糖尿病；多尿症

176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77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178 disorder 1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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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81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82 drying 1 ['draiiŋ] n.干燥 v.把…弄干（dr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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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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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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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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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90 extre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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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92 foods 1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19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94 functions 1 ['fʌnkʃənz] n. 函数；功能 名词function的复数形式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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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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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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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99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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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01 heating 1 ['hi:tiŋ] n.[热]加热；[建]供暖；暖气设备 adj.加热的；供热的 v.[热]加热（heat的现在分词）

202 heatwave 1 ['hi:tweiv] n.热浪；奇热时期

203 heatwaves 1 n.热浪[波]，酷暑期( heatwave的名词复数 )

204 heav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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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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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0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08 hotter 1 [hɔtə] adj.热的；热烈的

209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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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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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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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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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15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16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217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218 infographic 1 n. 信息图表

21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20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221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22 kills 1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223 lasts 1 英 [lɑːst] 美 [læst] v. 持续；维持 adj. 最近的；上一个的；末尾的；最后的 adv. 最后；最近一次 n. 最后来的人（或发生的
事）；鞋楦(做鞋的模型)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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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26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27 lighter 1 n.打火机；驳船；点火者 vt.驳运 n.(Lighter)人名；(罗)利格特尔 adj.（light的比较级）较轻的；较淡的

228 lightweight 1 ['laitweit] n.轻量级选手；无足轻重的人 adj.重量轻的；平均重量以下的

229 locate 1 [英 [ləuˈkeit] 美 [ˈloˌket,loˈket]] vt.位于；查找…的地点 vi.定位；定居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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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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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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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oosen 1 ['lu:sən] vt.放松；松开 vi.放松；松开 n.(Loosen)人名；(德)洛森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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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37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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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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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mechanical 1 [mi'kænikəl] adj.机械的；力学的；呆板的；无意识的；手工操作的

240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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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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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245 m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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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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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24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0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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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1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52 noticeable 1 ['nəutisəbl] adj.显而易见的，显著的；值得注意的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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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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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6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57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58 ovens 1 n. 烤箱；烤炉 名词oven的复数形式. Ovens. n. 奥文斯（人名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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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ains 1 [peinz] n.[临床]疼痛；千辛万苦；悲叹（pain的复数形式） v.使痛苦（p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1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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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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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64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65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66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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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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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70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71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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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reventable 1 [pri'ventəbl, pri:-] adj.可预防的；可阻止的；可防止的

274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75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76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7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7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9 rash 1 [ræʃ] adj.轻率的；鲁莽的；不顾后果的 n.[皮肤]皮疹；突然大量出现的事物 n.(Rash)人名；(英、以、阿拉伯)拉什

280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81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82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283 restricts 1 [rɪ'strɪkt] vt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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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86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87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88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89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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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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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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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3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294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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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
297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98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99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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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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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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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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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toves 1 [s'təʊvz] 【机械工程；照明；加热；武器；爆破】火炉

30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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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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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8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309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310 sweating 1 ['swetɪŋ] n. 发汗 动词swea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11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312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13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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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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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hirsty 1 ['θə:sti] adj.口渴的，口干的；渴望的，热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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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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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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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2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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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32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6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327 unconscious 1 [,ʌn'kɔnʃəs] adj.无意识的；失去知觉的；不省人事的；未发觉的

328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29 updates 1 [ʌp'deɪts] 补充资料, 更新材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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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vomit 1 ['vɔmit] vt.吐出；使……呕吐 vi.呕吐；吐出 n.呕吐；呕吐物；催吐剂

332 vomiting 1 ['vɔmitiŋ] v.呕吐（vomit的ing形式）

33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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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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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
337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38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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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9 websites 1 ['websaɪts] n. 网站（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）

340 weight 1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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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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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worsens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34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4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47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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