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3 [As It Is] Report_ 30 Percent of Tree Species at Risk of
Extinction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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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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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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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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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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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 amphibians 1 [æm'fɪbiənz] n. 两栖动物 amphibian的复数形式.

10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3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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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7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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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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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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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1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22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23 botanic 1 [bə'tænik] adj.植物的；植物学的

24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25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2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7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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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2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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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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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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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3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4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35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36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37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38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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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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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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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ws 1 n.牛；乳牛（cow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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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rop 1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44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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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戴
斯；(西)迭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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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ipterocarp 1 ['diptərəukɑ:p] n.龙脑香科树（尤指羯布罗香） adj.龙脑香科树的

4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50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51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52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53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54 ebonies 1 ['ebəni] adj. 乌黑的；黑檀木制的 n. 乌木；黑檀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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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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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5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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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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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xtinction 5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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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65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66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67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68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69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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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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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ardens 1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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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76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77 grazing 1 ['greiziŋ] n.放牧；牧草 v.擦过；抓伤（graze的现在分词）

78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79 griffin 1 ['grifin] n.格里芬（姓氏）；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

8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1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82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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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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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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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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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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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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7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89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90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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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3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94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95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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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97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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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00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01 livestock 2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
102 logging 2 ['lɔgiŋ, 'lɔ:g-] n.记录；伐木工作 v.把…锯成段木；砍伐树木（log的ing形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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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05 magnolias 1 木兰科

106 Malaysia 1 [mə'leiʒə; mə'leiziə] n.马来西亚；马来群岛

107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108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09 maple 1 ['meipl] n.枫树；淡棕色 n.(Maple)人名；(英)梅普尔；(法)马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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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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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13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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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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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natu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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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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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1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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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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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ak 1 [əuk] n.橡树；橡木色；橡木家具 adj.栎树的；栎木制的 n.(Oak)人名；(英)奥克

123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4 oliver 1 ['ɔlivə] n.奥利弗（男子名）

125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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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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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2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2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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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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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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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133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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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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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plant 2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37 plan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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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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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140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41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42 rainforests 1 n.（热带）雨林( rainforest的名词复数 )

14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44 repor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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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46 reptiles 1 ['reptaɪlz] n. 爬行动物；爬虫类；卑鄙的人 名词reptile的复数形式.

14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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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risk 7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50 roaming 1 英 ['rəʊmɪŋ] 美 ['roʊmɪŋ] n. 漫游的 动词roa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1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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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53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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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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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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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58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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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61 sing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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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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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64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65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6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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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168 species 16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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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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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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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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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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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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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7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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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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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82 threatened 3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183 threats 3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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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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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6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87 tree 10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88 tree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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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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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Venezuela 1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
192 wake 2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193 warm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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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war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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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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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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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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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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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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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202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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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05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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