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0 [As It Is] US Faces Small Wheat Harvest as World
Supplies Shrink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andon 1 n.放任；狂热 vt.遗弃；放弃

2 abandoned 1 [ə'bændənd] adj.被抛弃的；无约束的；恣意放荡的；寡廉鲜耻的 v.抛弃（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 abandonment 2 [ə'bændənmənt] n.抛弃；放纵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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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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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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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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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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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0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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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 agriculture 2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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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6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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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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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1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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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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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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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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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utumn 2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27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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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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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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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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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5 brad 1 [bræd] n.[建]曲头钉；角钉 vt.用无头钉固定 n.(Brad)人名；(英、罗)布拉德

3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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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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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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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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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42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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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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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laims 2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46 Colorado 2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47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48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4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50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51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52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53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54 corn 2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55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56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57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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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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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rop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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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akota 5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63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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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66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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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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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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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71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2 doug 1 [daug] n.道格

73 drought 6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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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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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wight 1 [dwait] n.德怀特（男子名）

77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7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79 ehmke 1 埃姆克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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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nvironmentally 1 [en,vairən'mentli] adv.有关环境方面

82 erker 1 埃凯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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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85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86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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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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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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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xporter 1 [ik'spɔ:tə] n.出口商；输出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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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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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94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95 fa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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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6 farmer 2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97 Farmers 9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98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99 fertilizer 2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
100 Fields 4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101 file 1 n.文件；档案；文件夹；锉刀 vt.提出；锉；琢磨；把…归档 vi.列队行进；用锉刀锉 n.(File)人名；(匈、塞)菲莱

102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103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04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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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07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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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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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11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12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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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goehring 1 n. 戈林

115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16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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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rains 1 [greins] n.[作物]谷粒（grain的复数）；双齿鱼叉，多齿鱼叉

119 grotberg 1 n. 格罗特伯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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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rowers 1 [ɡ'rəʊəz] n. 栽培者；生长物 （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）

122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23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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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25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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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arvest 6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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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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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aving 3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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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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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hectares 2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132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33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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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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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136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7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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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39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0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41 insurance 2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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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144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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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47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48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49 Kansas 4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50 karl 1 [kɑ:l] n.卡尔（男子名，等于Charles）

151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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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54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5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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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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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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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61 little 3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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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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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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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67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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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70 manure 1 [mə'njuə] vt.施肥于；耕种 n.肥料；粪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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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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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74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75 melted 1 [meltid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 v.融化；溶解（melt的过去式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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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78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79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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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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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arrows 1 ['nærəuz] n.纽约湾海峡（位于美国）

18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8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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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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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88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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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orth 5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91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9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3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4 oils 1 ['ɔɪlz] 轻质石油产品,油剂,油类

195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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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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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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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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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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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articipants 1 [pɑ 'ː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
20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04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05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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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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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09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10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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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lains 3 [pleinz] n.平地，平原（plain的复数）

21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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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l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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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lanted 4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216 plan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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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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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）

218 plume 1 [plu:m] vt.用羽毛装饰 n.羽毛 vi.骚首弄姿 n.(Plume)人名；(法)普吕姆；(西)普卢梅；(英)普卢姆

219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220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21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222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223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224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25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26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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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229 production 4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30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31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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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34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235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36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37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38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39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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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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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4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44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45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46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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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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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0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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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253 sensitive 1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254 shipments 1 [ʃiː p'mənts] n. 装运；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.

255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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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58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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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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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60 sn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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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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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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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64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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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66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67 soybeans 3 ['sɔɪbiː nz] n. 黄豆

268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69 spring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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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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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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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tomach 2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273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7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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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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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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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79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80 supplies 3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81 tempting 2 ['temptiŋ] adj.吸引人的；诱惑人的 v.引诱（tempt的ing形式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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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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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5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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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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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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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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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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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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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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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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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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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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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300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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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30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3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30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05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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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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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us 1 pron.我们

309 USDA 1 abbr. 美国农业部(=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)

310 vance 1 [væns] n.万斯（男子名）

311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12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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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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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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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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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we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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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et 2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320 wheat 19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321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322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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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2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5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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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i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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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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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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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0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331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3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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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yield 2 vt.屈服；出产，产生；放弃 vi.屈服，投降 n.产量；收益

336 yields 2 [jiː ld] v. 生产；获利；屈服；弯下去 n. 投资收益；生产量

337 you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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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