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1 [As It Is] China Hopes For 'Green' Olympics But
Prepares to Fight Smog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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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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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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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Beijing 10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7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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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games 8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9 china 7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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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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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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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int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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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ould 7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5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6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 microgram 6 ['maikrəugræm] n.微克；微观图，显微照片

18 smog 6 [smɔg, smɔ:g] n.烟雾

19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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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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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ebei 5 [hə'bei] n.河北（中国省份）

22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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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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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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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6 Olympic 4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27 province 4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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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31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2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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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5 level 3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36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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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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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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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olympics 3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39 pollution 3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40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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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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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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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ccordance 2 [ə'kɔ:dəns] n.一致；和谐

4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5 adopt 2 [ə'dɔpt] vt.采取；接受；收养；正式通过 vi.采取；过继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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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rtificial 2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48 awarded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49 carbon 2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50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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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53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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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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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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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59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60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61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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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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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64 ministry 2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65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66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67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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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70 plunge 2 n.投入；跳进 vi.突然地下降；投入；陷入；跳进 vt.使陷入；使投入；使插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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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owered 2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73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74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75 renewable 2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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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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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pokesman 2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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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81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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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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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transform 2 [træns'fɔ:m, trænz-, trɑ:n-] vt.改变，使…变形；转换 vi.变换，改变；转化

83 upgrade 2 ['ʌpgreid, ʌp'greid] vt.使升级；提升；改良品种 n.升级；上升；上坡 adv.往上 adj.向上的

84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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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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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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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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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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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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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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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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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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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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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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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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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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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4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105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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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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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109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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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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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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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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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loudy 1 ['klaudi] adj.多云的；阴天的；愁容满面的

116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17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18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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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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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2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23 cubic 1 ['kju:bik] adj.立方体的，立方的 n.(Cubic)人名；(罗)库比克

124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25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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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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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8 ecology 1 [i:'kɔlədʒi] n.生态学；社会生态学

129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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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3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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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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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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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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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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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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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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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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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44 gasses 1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145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46 greenpeace 1 ['gri:npi:s] n.绿色和平组织（保护动物不遭捕猎等）

147 guided 1 ['gaidid] adj.有指导的；有向导的 v.指导（guide的过去分词）

14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9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50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15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2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153 hectares 1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15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5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6 hydrogen 1 ['haidrədʒən] n.[化学]氢

157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58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59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0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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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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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65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66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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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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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71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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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73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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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76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177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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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8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81 medals 1 abbr. 模数工程制图和程序库系统(=Modular Engineering Draughting and Library System)

182 meets 1 [miː 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
183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184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185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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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188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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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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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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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neutral 1 ['nju:trəl] adj.中立的，中性的；中立国的；非彩色的 n.中立国；中立者；非彩色；齿轮的空档

19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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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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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98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199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0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01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202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03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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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polluting 1 [pə'lu tːɪŋ] adj. 污染的；玷污的 动词pollu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6 prepares 1 英 [prɪ'peə(r)] 美 [prɪ'per] v. 预备；准备

207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0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9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10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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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13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14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215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216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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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8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19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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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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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224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2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26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27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28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29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30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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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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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235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236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
237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23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9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40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41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42 surrounds 1 [sə'raʊnd] vt. 包围；环绕 n. 环绕物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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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46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247 Tianjin 1 ['tjɑ:n'dʒin] n.天津（中国一城市）

24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9 tre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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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51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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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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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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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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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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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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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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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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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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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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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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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XI 1 [sai, zai, ksai, ksi:] n.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；粒子（等于xiparticl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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