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2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_ Worldwide Pollution
Kills 9 Million People a Yea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pollution 20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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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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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deaths 1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8 study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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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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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ir 7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2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 modern 5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6 pollutants 5 [pə'lu tːənts] 污染物质

17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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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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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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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1 industria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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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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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5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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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worldwide 4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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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9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30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31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32 global 3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33 Goldman 3 [gəuld,mən] n.高曼（姓氏）

34 indoor 3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35 kills 3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36 Lynn 3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37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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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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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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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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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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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42 traditional 3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4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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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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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8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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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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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2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3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4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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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emicals 2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56 contaminants 2 [kən'tæmɪnənts] n. 污染物 名词contaminant的复数形式.

57 developing 2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58 dirty 2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59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0 emissions 2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61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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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63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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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65 kupka 2 n. 库普卡

66 landrigan 2 n. 兰德里根

67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8 linked 2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69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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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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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72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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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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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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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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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outdoor 2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77 poisonous 2 ['pɔizənəs] adj.有毒的；恶毒的；讨厌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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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80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81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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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83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84 sanitation 2 [,sæni'teiʃən] n.[医]环境卫生；卫生设备；下水道设施

85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86 smoke 2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87 some 2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>
稍微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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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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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tuff 2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92 success 2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93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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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96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97 accounted 1 [ə'kɑʊntɪd] adj. 记账的；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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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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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1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02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103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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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06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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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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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10 bangkok 1 [bæŋˈkɔk] n.曼谷（泰国首都）

111 Beijing 1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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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14 carb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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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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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17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118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119 cigarette 1 [,sigə'ret, 'sig-] n.香烟；纸烟

12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21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122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2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24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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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26 contaminant 1 [kən'tæminənt] n.污染物；致污物

127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8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29 cooperative 1 [kəu'ɔpərətiv] adj.合作的；合作社的 n.合作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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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dc 1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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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34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35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136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37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138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39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4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2 emission 1 [i'miʃən] n.（光、热等的）发射，散发；喷射；发行 n.(Emission)人名；(英)埃米申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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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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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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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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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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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xaminations 1 检查

15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52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153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154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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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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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159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60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61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62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63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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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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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6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68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6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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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71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72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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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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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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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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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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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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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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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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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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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8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89 metals 1 ['metlz] n.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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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9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4 Niger 1 ['naidʒə] n.尼日尔（非洲中西部国家）

195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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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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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bservatory 1 [əb'zə:vitəri, ɔb-] n.天文台；气象台；瞭望台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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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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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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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06 Philip 1 ['filip] n.菲利普（男子名）

207 planetary 1 ['plænitəri] adj.行星的

208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09 preventable 1 [pri'ventəbl, pri:-] adj.可预防的；可阻止的；可防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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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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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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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14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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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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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8 rachael 1 n. 雷切尔

21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0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21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2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3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24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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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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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229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3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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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33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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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3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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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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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4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41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42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3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44 skyrocket 1 ['skai,rɔkit] n.流星烟火；冲天火箭 vi.飞涨，突然高升 vt.使…猛然上涨

245 skyrocketing 1 [s'kaɪrɒkɪtɪŋ] 价格飞涨

246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47 smoking 1 ['sməukiŋ] n.抽烟；冒气 adv.冒着烟 adj.准许吸烟的 v.吸烟；冒烟（smoke的现在分词）

248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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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251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52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5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5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7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258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5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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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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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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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3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4 unnecessary 1 [,ʌn'nesəsəri] adj.不必要的；多余的，无用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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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us 1 pron.我们

267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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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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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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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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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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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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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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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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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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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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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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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8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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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