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3 [As It Is] India's Heat Wave Affects Wheat Crop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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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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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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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8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 agriculture 2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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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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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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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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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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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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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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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aldev 1 巴尔德夫

2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7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8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2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31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2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33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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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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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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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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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39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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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elsius 2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42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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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4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7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8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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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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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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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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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54 cooler 1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
55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7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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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rop 5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59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60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61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2 degrees 2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63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64 Delhi 1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
65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66 devinder 1 德温德尔

67 disruption 2 [dis'rʌpʃən] n.破坏，毁坏；分裂，瓦解

68 doubting 1 ['dautiŋ] adj.不相信的；有疑心的

69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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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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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2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3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74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75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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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7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7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8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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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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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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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85 exports 2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86 exposure 1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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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88 extre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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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9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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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2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93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94 feeds 1 [fiː d] vt. 喂养；饲养；靠 ... 为生；向 ... 提供 vi. 吃饲料；进餐 n. 一餐；饲料；饲养

95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96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97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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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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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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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03 Friederike 1 弗里德里克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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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0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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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rain 1 [grein] n.粮食；颗粒；[作物]谷物；纹理 vi.成谷粒 vt.使成谷粒 n.(Grain)人名；(法)格兰

109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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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12 harvest 2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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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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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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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eat 1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17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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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19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0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1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2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123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24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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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imperial 1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127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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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8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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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ndia 17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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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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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34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5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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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7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38 lancet 1 ['lɑ:nsit, 'lænsit] n.[外科]小刀，柳叶刀；尖顶窗；小枪

139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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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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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44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45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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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47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48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49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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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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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威；进行曲

153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154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5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56 metric 1 ['metrik] adj.公制的；米制的；公尺的 n.度量标准

157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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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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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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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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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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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6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4 nee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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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5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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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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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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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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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72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173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4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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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76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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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78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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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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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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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3 Otto 1 ['ɔtəu] n.玫瑰油

184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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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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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8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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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190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91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19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3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94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195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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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97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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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00 program 5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01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02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03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04 punjab 2 [pʌn'dʒɑ:b; 'pʌndʒɑ:b] n.旁遮普（印度西北部的一地方）

205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6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07 reached 2 到达

208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0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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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11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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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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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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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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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reserves 2 [rɪ'zɜːvz] n.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.

217 ripen 1 ['raipən] vt.使成熟 vi.成熟

218 ripens 1 ['raɪpən] v. (使)成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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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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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21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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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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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24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25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26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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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harma 3 n. 夏尔马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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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0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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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2 Singh 3 [siŋ] n.辛格（印度总理）；查理·拉杰（电影名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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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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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pr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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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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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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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torage 1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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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rain 1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242 strained 1 [streind] adj.紧张的；勉强的；牵强附会的；滤过的 v.使紧张（动词s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3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24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45 supplier 1 [sə'plaiə] n.供应厂商，供应国；供应者

246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47 temperatures 5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48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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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50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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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2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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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5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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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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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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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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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8 tons 2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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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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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Ukraine 2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62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263 unemployed 1 [,ʌnim'plɔid] adj.失业的；未被利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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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unusually 1 [ʌn'ju:ʒuəli] adv.非常；异乎寻常地；显著地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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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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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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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sually 3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70 vulnerability 2 [,vʌlnərə'biliti] n.易损性；弱点

271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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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7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5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276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277 wave 2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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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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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eakness 1 ['wi:knis] n.弱点；软弱；嗜好

281 welfare 3 ['welfεə] n.福利；幸福；福利事业；安宁 adj.福利的；接受社会救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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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heat 11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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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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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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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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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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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90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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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9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96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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