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8 [As It Is] Smog Closes Schools, Colleges in New Delhi 词词
汇表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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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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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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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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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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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 address 2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9 air 9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0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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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6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7 approach 2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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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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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2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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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6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7 barred 1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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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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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bhushan 1 布尚

32 boundaries 1 ['baʊndri] n. 边界；分界线

33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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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ullet 2 ['bulit] n.子弹；只选某党全部候选人的投票；豆子 vi.射出；迅速行进 n.(Bullet)人名；(法)比莱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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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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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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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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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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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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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2 capital 3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43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44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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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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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48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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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handra 1 n.钱德拉（印度的月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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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2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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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55 city 8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6 clean 2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57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8 close 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59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60 closes 1 英 [kləʊs] 美 [kloʊs] v. 关；合拢；不开放；停业；结束；收盘；（使）缩小；牢牢握住或抓住；（使）靠拢；同意；短兵
相接 adj. 亲近的；近的；几乎的；闷热的；严密的；紧凑的；剪得很短的；守口如瓶的；吝啬的；势均力敌的 adv. 接近；
靠近；紧紧地 n. 死胡同；完结；结论

61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(法)
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62 coal 8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63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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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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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68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6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70 contribute 2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contributing]

71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72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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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75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76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77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8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9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80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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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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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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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eclaring 1 [dɪk'leərɪŋ] n. 声明；宣告 动词decla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86 Delhi 10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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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9 dirty 2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90 discontinuing 2 [ˌdɪskən'tɪnju ]ː v. 中断；中止；停止

91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93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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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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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96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9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98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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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1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02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03 emission 1 [i'miʃən] n.（光、热等的）发射，散发；喷射；发行 n.(Emission)人名；(英)埃米申

104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105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06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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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09 environment 3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10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11 environmentalists 1 n.环境保护论者，人类生态学者(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)

112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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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1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16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17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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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Fede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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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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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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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23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24 fog 1 [fɔg] n.雾；烟雾，尘雾；迷惑 vt.使模糊；使困惑；以雾笼罩 vi.被雾笼罩；变模糊 n.(Fog)人名；(丹)福

125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6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27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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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forum 1 ['fɔ:rəm] n.论坛，讨论会；法庭；公开讨论的广场

129 fossil 3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130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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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uel 4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33 fuels 1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
134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135 g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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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37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38 gradually 1 ['grædjuəli] adv.逐步地；渐渐地

139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140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14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2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3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44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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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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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7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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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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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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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ome 2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5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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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urry 1 n.匆忙，急忙 v.仓促（做某事）；催促；（朝某方向）迅速移动；迅速处理 n.（英）赫里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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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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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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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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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ndia 5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59 Indian 3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160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16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62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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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5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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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items 1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
167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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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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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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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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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73 levels 4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74 lockdown 3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75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76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177 magic 2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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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0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81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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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83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184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5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8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7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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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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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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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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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93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4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195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96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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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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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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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2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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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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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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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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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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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rdered 3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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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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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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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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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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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14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15 particle 1 ['pɑ:tikl] n.颗粒；[物]质点；极小量；小品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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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18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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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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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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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223 phases 1 ['feɪzɪz] n. 时期；局面；阶段 名词phase的复数形式.

224 phasing 1 [feisiŋ] n.定相；调整相位 v.使调整相位；分阶段进行；使同步（phase的ing形式）

225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2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27 plant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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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pm 2 [,pi: 'em] abbr.（拉）下午（PostMeridiem，等于afternoon）；调相（PhaseModulation）

22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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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ollutant 1 [pə'lu:tnt] n.污染物

232 pollutants 2 [pə'lu tːənts] 污染物质

233 polluted 1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pollution 1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235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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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237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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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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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42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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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245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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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reached 1 到达

247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48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49 reforms 1 英 [rɪ'fɔː m] 美 [rɪ'fɔː rm] n. 改革；改良 v. 改革；革新；改造

25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51 renewables 1 n.可继续的，可续订的( renewable的名词复数 )

252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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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55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56 responsibly 1 [ri'spɔnsəbli] adv.负责地，可信赖地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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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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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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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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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61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62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63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64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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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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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evere 3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68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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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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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71 shutting 1 ['ʃʌtɪŋ] n. 关闭；封锁；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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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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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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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mog 5 [smɔg, smɔ:g] n.烟雾

277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278 solves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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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ometh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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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282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28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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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86 step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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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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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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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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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91 subsidies 1 ['sʌbsədi] n. 津贴；补助金

292 subsidy 1 ['sʌbsidi] n.补贴；津贴；补助金

293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94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29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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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98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99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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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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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301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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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5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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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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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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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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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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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3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314 trash 1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315 troubles 1 英 ['trʌbl] 美 ['trʌbəl] n. 困难；烦恼；麻烦 v. 使烦恼；麻烦；苦恼；费神

316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317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318 unhealthy 1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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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2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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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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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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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2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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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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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eakening 1 n.弱化；疲软；衰减 v.削弱（weaken的ing形式）

33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2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33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34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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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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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7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38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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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340 winter 2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41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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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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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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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45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34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47 yadav 1 亚达夫

34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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