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31 [As It Is] Japan Details Plans for Releasing Fukushima
Water into Sea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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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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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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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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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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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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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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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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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5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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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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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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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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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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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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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5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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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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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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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3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34 Caty 1 卡蒂

35 ce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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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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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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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leanup 1 ['kli:nʌp] n.清除；暴利；清扫工作；第四防守位置 adj.第四位击球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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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mpensation 2 [,kɔmpen'seiʃən] n.补偿；报酬；赔偿金

41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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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43 convert 1 [kən'və:t] vt.使转变；转换…；使…改变信仰 vi.转变，变换；皈依；改变信仰 n.皈依者；改变宗教信仰者 n.(Convert)人
名；(法)孔韦尔

44 converting 1 [kən'vɜ tːɪŋ] n. 转换；转炉炼钢 adj. 转换的 动词convert的现在分词.

45 cooling 1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
46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48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49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50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51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52 dilute 1 [dai'lju:t, di-] adj.稀释的；淡的 vt.稀释；冲淡；削弱 vi.变稀薄；变淡

53 diluted 1 英 [daɪ'lju tːɪd] 美 [daɪ'lu tːɪd] adj. 冲淡的；稀释的；无力的 动词di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55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56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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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59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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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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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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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factory 1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
65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66 fishermen 1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
67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68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6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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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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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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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ukushima 4 n. 福岛

75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76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77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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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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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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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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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ydrogen 2 ['haidrədʒən] n.[化学]氢

84 IAEA 1 abbr.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；国际原子能组织

85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86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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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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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includ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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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89 injecting 1 [ɪn'dʒekt] v. 注射；注入；引入；插入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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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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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3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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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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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japan 3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96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97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9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99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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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liquid 2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02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03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04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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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106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07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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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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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eltdowns 1 n.彻底垮台( meltdown的名词复数 )

110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11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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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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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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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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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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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20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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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nuclear 2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123 objected 1 英 ['ɒbdʒɪkt] 美 ['ɑːbdʒekt] n. 物体；目标；对象；宾语 v. 反对；提出 ... 作为反对的理由

124 ocean 4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25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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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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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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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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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operator 1 ['ɔpəreitə] n.经营者；操作员；话务员；行家

130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131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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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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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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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135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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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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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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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
141 plan 3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42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43 pl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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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poisoned 1 ['pɔɪzənd] adj. 中毒的 动词pois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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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4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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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radioactive 6 [,reidiəu'æktiv] adj.[核]放射性的；有辐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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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reactors 1 [r'ɪæktəz] 反应器

151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152 release 5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53 released 3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54 releasing 2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5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56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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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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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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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61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162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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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ay 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6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66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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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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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170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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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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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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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74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175 steam 1 [sti:m] vt.蒸，散发；用蒸汽处理 n.蒸汽；精力 vi.蒸，冒水汽 adj.蒸汽的

176 storage 2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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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179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0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81 tepco 2 东京电力公司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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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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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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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86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8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88 thinner 1 adj.较薄的；较瘦的；较细的（thin的比较级） n.（油漆的）稀释剂；冲淡剂；使变稀薄者，加稀料的制漆工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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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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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192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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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3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194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195 treated 4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196 tritium 2 ['tritiəm, 'triʃi-] n.[核]氚；超重氢

197 tunnel 3 ['tʌnəl] n.隧道；坑道；洞穴通道 vt.挖；在…打开通道；在…挖掘隧道 vi.挖掘隧道；打开通道

198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199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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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us 1 pron.我们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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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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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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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5 wastewater 1 ['weist,wɔ:tə, -,wɔ-] n.废水，污水

206 wate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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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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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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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211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1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13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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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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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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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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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17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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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