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2 [As It Is] UN Agency_ Weather Disasters Becoming More
Common and Cost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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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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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ident 2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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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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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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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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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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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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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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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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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7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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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19 atlas 1 n.地图集；寰椎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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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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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3 becoming 2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2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5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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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8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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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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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sualties 1 n. 人员伤亡

32 casualty 1 ['kæʒjuəlti] n.意外事故；伤亡人员；急诊室

33 catastrophe 1 [kə'tæstrəfi] n.大灾难；大祸；惨败

34 catastrophes 1 [kə'tæstrəfɪz] 巨灾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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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limate 4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7 common 3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38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39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40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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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42 costly 3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43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44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45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46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47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48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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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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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eveloping 2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52 disaster 5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53 disasters 6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54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55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56 d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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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u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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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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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60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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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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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6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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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7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68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6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70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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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3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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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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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xtremes 1 [ɪkst'riː mz] n. 极端事物 名词extreme的复数形式.

77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78 findings 3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79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80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81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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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84 gaps 1 [ɡæp] n. 缺口；裂缝；差距；空白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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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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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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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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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91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92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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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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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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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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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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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00 hurricane 2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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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3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10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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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5 included 3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6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7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08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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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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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katrina 1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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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14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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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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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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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18 losses 3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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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21 mami 1 abbr. (计算)机辅助加工资料(=Machine-Aided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)

122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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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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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126 modeling 1 ['mɔdəliŋ] n.[自]建模，造型；立体感 adj.制造模型的

127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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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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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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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2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0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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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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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bservations 1 [ɒbzə'veɪʃnz] n.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4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135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6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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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9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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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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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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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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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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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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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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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9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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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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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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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etteri 1 彼得里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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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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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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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5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59 rapidly 2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
160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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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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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6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66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67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168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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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70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171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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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73 shand 1 n. 尚德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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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5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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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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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ingular 1 ['siŋgjulə] adj.单数的；单一的；非凡的；异常的 n.单数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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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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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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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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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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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85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186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187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88 systems 3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89 taal 1 [tɑ:l; 'tɑ:ɑ:l] n.塔尔语（南非荷兰语）；塔阿尔（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塔阿尔湖上的活火山）

190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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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193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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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9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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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99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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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01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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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3 toll 2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20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05 trillion 2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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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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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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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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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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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13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14 warning 4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21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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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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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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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eath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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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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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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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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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2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5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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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7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8 wmo 5 n.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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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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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32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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