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UN Says More Severe Disasters
to 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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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5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6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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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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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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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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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atmospheric 1 [,ætməs'ferik,-kəl] adj.大气的，大气层的

14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 b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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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7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18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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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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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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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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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4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25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26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27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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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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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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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34 costing 1 ['kɔstiŋ] n.成本计算；生产费用 v.花费（cost的ing形式） n.(Costing)人名；(罗)科斯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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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37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3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39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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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deaths 4 ['deθs] 死亡人口

41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4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43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44 disaster 6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45 disasters 11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4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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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48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49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50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51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5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53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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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56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5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58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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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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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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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64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5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66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6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8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69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70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71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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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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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74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75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76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7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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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8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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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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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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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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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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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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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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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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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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mami 1 abbr. (计算)机辅助加工资料(=Machine-Aided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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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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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1 Miranda 1 [mi'rændə] n.米兰达（女子名）

92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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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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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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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natalia 1 n. 纳塔莉亚(f

9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9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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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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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3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04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
10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6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0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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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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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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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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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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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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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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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17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18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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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prevention 3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21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122 proceeding 1 [prəu'si:diŋ] n.进行；程序；诉讼；事项 v.开始；继续做；行进（proceed的ing形式）

123 Ramos 1 n.拉莫斯（男子名）；蓝魔（数码产品品牌）

124 rebuilding 1 ['riː ˌbɪldɪŋ] n. 改建

12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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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reduction 2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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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releas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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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repor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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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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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rethink 1 [ri:'θiŋk, 'ri:θiŋk] vt.重新考虑；再想 vi.重新考虑；再想 n.重新考虑；反思；新想法

13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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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risk 4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35 roger 1 ['rɔdʒə] int.好；知道了 n.罗杰（男子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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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8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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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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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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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2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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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45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46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147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148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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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151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152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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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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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56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157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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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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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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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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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1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162 trends 1 [trendz] n. 趋势；动态 名词trend的复数形式.

163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164 un 3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165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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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us 1 pron.我们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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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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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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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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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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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
17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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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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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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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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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17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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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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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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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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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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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writers 2 ['raɪtəz] 作家

18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88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189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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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