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11-22 [As It Is] Monarch Butterflies Return to California 词频
表
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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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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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

to

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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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California 9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6 monarch 9 ['mɔnək, -ɑ:k] n.君主，帝王；最高统治者
7 monarchs 9 君王
8 wester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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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year 8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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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2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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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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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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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butterflies 6 英 ['bʌtəflaɪ] 美 ['bʌtərflaɪ] n. 蝴蝶；蝶状物；蝶泳 vt. (烹饪时把鱼肉等）切开摊平
16 population 6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7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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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pacific 5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21 grove 4 [grəuv] n.小树林；果园
22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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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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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

last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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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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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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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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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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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butterfly 3 ['bʌtəflai] n.蝴蝶；蝶泳；举止轻浮的人；追求享乐的人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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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central 3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31 coast 3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32 count 3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27

名)

endangered 3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34 Fede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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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3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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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insects 3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37 jepsen 3 n. 杰普森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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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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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re

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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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2 wi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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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特

wintering 3 n.越冬 v.越冬（winter的ing形式）
44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45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46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4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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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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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reeding 2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49 carries 2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50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51 counters 2 英 ['kaʊntə(r)] 美 ['kaʊntər] n. 柜台；筹码；计数器；反驳 adj. 相反的 adv. 与…相反地 v. 反对；反击
52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53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54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55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56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57 glad 2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58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59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60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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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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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62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63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64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6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66 optimistic 2 [,ɔpti'mistik] adj.乐观的；乐观主义的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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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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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places 2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70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7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72 recovery 2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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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return 2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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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77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78 sites 2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79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80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81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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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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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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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

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84 trees 2 [triːs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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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复数形式
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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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7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8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9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9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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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94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95 arrives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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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7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98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9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00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86

特
101

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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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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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04

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lack

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106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107 Caty 1 卡蒂
108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109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110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11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112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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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乐的

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115 Daley 1 n.戴利（男子名）
116 decreased 1 [dɪ'kriː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117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118 delight 1 [di'lait] n.高兴 vi.高兴 vt.使高兴 n.(Delight)人名；(英)迪莱特
119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0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2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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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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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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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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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

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25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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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128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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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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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32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130

触摸

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13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135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133

菲内；(英)法恩
1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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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irst

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38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139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40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141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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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143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44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4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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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14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149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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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

普

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51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152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153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154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55 interference 1 [,intə'fiərəns] n.干扰，冲突；干涉
156 invertebrate 1 [in'və:tibrət, -breit] adj.无脊椎的；无骨气的 n.无脊椎动物；无骨气的人
157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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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60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150

克；(匈)洛克

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62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163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164 listing 1 ['listiŋ] n.列表，清单 v.列表（list的现在分词） n.(Listing)人名；(德)利斯廷
165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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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

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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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68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167

威；进行曲

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170 migrate 1 [mai'greit, 'maig-] vi.移动；随季节而移居；移往 vt.使移居；使移植
171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172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173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174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17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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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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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179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180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181 northwest 1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182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183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184 olga 1 ['ɔlgə] n.奥尔加（女子名）
185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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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188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189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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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灭；驱逐
190

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parade

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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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194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195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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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91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1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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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199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200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201 reached 1 到达
202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203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198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05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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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207 Rodriguez 1 n.（西）罗德里格斯（姓氏）
208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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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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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赛义德

sanctuary 1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210 Sarina 1 n. 萨里娜
211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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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

话·威妥玛)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214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215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216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217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218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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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221 TENS 1 十位
222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223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22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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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226

toward

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
(英)特沃德

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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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230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231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32 us 1 pron.我们
233 usa 1 [ˌjuːes'eɪ] abbr. (=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美国
23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235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236 warmer 1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23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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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wea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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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24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242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43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244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45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4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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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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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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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51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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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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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52
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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