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19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What Can One Person Do
About Global Warm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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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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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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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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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twerp 1 ['æntwə:p] n.安特卫普（港市名称，位于比利时北部）

12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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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4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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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6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7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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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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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1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2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23 Belgium 2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24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2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6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27 bio 1 ['baiəu] n.个人简历，小传 n.(Bi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、土、刚(金)、塞拉)比奥

28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 boiling 1 ['bɔiliŋ] adj.沸腾的；激昂的 n.沸腾；煮沸；起泡 adv.沸腾

30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31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3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4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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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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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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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39 carb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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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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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42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43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44 cemetery 2 ['semitəri] n.墓地；公墓

45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6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7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48 choices 4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49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50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5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2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3 code 2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54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55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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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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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oler 1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
5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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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2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63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64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65 degrees 2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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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68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69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0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71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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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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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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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7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
78 eat 3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79 ecological 2 [,i:kə'lɔdʒikəl, ,ekə-,-'lɔdʒik] adj.生态的，生态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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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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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83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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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vironment 4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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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87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8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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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90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1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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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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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xtinguish 2 [ik'stiŋgwiʃ] vt.熄灭；压制；偿清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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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9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9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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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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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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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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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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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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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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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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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oodwill 1 ['gud'wil] n.[贸易]商誉；友好；好意 n.(Goodwill)人名；(英)古德威尔

110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11 grass 1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112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3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14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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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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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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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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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0 hopelessness 1 ['həuplisnis] n.绝望，无望；不抱希望

121 h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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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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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125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26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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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29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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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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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1 individual 2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32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33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134 initiatives 1 [ɪ'nɪʃətɪvz] n. 主观能动性（名词initiative的复数）

135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36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7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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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janssens 3 汉森斯

140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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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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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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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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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46 leaders 3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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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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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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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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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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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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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ukas 1 n. 卢卡斯

155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156 ma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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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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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60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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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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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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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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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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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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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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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70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1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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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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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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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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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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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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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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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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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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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eople 1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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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im 1 [ˌpiː aɪ'em] abbr. 个人信息管理(=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) abbr. 程序综合手册(=Program Integration Manual)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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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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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88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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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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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92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3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94 promis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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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9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97 raf 1 [,a:r ei 'ef] abbr.英国皇家空军（RoyalAirForce） n.(Raf)人名；(俄、德)拉夫

198 readings 1 n.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.

199 r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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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201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02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03 repor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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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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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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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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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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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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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11 sheep 4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212 shepherd 4 ['ʃepəd] vt.牧羊；带领；指导；看管 n.牧羊人；牧师；指导者 n.(Shepherd)人名；(英)谢泼德

213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15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16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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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19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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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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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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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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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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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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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urface 2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29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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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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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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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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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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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7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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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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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0 things 4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41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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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44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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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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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understands 1 英 [ˌʌndə'stænd] 美 [ˌʌndər'stænd] v. 懂得；明白；理解；认识到；听说；获悉

248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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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urban 2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251 us 1 pron.我们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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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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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5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56 variety 2 [英 [və̍ raɪəti] 美 [vəˈraɪɪti] n.多样；种类；杂耍；变化，多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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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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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25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60 warm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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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62 warns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6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4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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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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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6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69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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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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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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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3 wildfires 1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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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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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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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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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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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8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83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84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28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8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8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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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you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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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