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3 [As It Is] German Mushrooms Still Contain Radiation
Linked to Chernobyl Disaster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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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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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ident 2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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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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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itional 2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8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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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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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13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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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6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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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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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21 atom 2 ['ætəm] n.原子

22 atomic 1 [ə'tɔmik] adj.原子的，原子能的；微粒子的

23 Bavaria 1 [bə'vεəriə] n.巴伐利亚州（联邦德国一州名）

24 Bavarian 1 [bə'vεəriən] adj.巴伐利亚的；巴伐利亚人的 n.巴伐利亚方言；巴伐利亚人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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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7 becquerel 4 [bekə'rel] n.贝可（放射性活度单位） n.(Becquerel)人名；(法、西)贝克雷尔

2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9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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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vl 3 (=bilateral vas ligation) 双侧输精管结扎

31 byproducts 1 ['baɪprɒdʌkts] 代谢副产物

32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33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34 cesium 4 ['si:ziəm] n.铯（55号元素，符号Cs）

35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36 Chernobyl 3 [tʃiə'nɔ:bil] n.切尔诺贝利（乌克兰的一座城市）

37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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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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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nsumer 2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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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ntain 2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43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44 contaminate 1 vt.污染，弄脏

45 contamination 2 [kən,tæmi'neiʃən] n.污染，玷污；污染物

46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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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4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9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0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51 disaster 3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52 disasters 1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53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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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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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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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57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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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60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6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2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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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xploded 1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
65 expose 1 [ik'spəuz] vt.揭露，揭发；使曝光；显示

66 exposure 2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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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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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70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71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2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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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75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76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7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8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9 fueled 1 [fjuːədl] adj.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0 fukushima 1 n. 福岛

81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82 Germany 6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83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84 grams 1 n. <非正式> 祖母； 外祖母 n. 克（重量单位）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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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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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alt 1 [hɔ:lt] vi.停止；立定；踌躇，犹豫 n.停止；立定；休息 vt.使停止；使立定 n.(Halt)人名；(德、芬)哈尔特

88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89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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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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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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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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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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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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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8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9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00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1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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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nvestigators 1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
103 is 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4 isotope 1 ['aisəutəup] n.同位素

105 isotopes 2 ['aɪsətəʊps] n. 同位素 名词isotope的复数形式.

106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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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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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09 kilogram 3 ['kiləugræm] n.公斤；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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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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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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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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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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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egal 2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16 levels 6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17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18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19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20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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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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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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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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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arketed 1 英 ['mɑːkɪtɪd] 美 ['mɑrkɪtɪd] adj. 推向市场的 动词mark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6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27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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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29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
130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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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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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ushrooms 9 ['mʌʃrʊmz] n. 蕈类 名词mushroom的复数形式.

133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134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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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6 nuclear 8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137 nutrients 1 ['nju tːrɪənts] n. 营养素，营养物，营养品（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）

138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9 office 3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4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41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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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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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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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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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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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articles 1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149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50 per 3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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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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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154 poisonous 1 ['pɔizənəs] adj.有毒的；恶毒的；讨厌的

155 power 4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5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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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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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rotection 3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60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161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162 radiation 8 n.辐射；放射物

163 radioactive 5 [,reidiəu'æktiv] adj.[核]放射性的；有辐射的

164 radioactivity 1 [,reidiəuæk'tivəti] n.放射性；[核]放射能力；[核]放射现象

165 reactor 1 [ri'æktə, ri:-] n.[化工]反应器；[核]反应堆；起反应的人

166 reactors 1 [r'ɪæktəz] 反应器

167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6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69 recycle 2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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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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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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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7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5 safety 3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176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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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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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179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18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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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183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184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85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186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187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18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89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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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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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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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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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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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96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197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198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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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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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01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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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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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ested 3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05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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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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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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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9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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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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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13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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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5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16 unit 2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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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us 1 pron.我们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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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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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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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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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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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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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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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8 wil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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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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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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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32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23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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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36 you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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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