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9 [As It Is] Iraq's Lake Sawa Dries Up Signaling Water
Shortag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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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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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6 admired 1 英 [əd'maɪə(r)] 美 [əd'maɪər] vt. 钦佩；赞美；羡慕；欣赏

7 advise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
8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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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1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2 al 3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13 Ali 1 ['ɑ:li:] n.阿里

14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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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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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0 aoun 1 奥恩

21 arabic 1 ['ærəbik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语

22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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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ea 4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4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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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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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7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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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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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2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33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34 businessmen 2 ['bɪznəsmen] n. 生意人 名词businessman的复数形式.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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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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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38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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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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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puto 1 n. 卡普托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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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4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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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47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8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9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50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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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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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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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55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6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57 degradation 1 [,degrə'deiʃən] n.退化；降格，降级；堕落

58 degrade 1 ['di'greid] vt.贬低；使……丢脸；使……降级；使……降解 vi.降级，降低；退化

59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60 diab 1 Defense Internal Audit Board 国防内部稽查董事会

6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2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6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4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
65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66 disappearance 1 [,disə'piərəns] n.消失；不见

67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68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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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ried 3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70 dries 1 [draɪz] dry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

71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72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73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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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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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cosystem 2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7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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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80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81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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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uphrates 1 [ju:'freiti:z] n.幼发拉底河（位于亚洲）

84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85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6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7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88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89 Farmers 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90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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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93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94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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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ish 2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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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99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00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1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2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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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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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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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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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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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1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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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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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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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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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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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1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18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119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0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21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2 illegal 2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23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24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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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5 interests 1 ['ɪntrəst] n. 兴趣；嗜好；利息；股份 v. 使…感兴趣

126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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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28 Iraq 6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129 iraqis 1 n. 伊拉克人；伊拉克语 adj. 伊拉克的；伊拉克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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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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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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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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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35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36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7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8 laith 1 [leiθ] adj.厌恶的；不想的

139 lake 19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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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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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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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eve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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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45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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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ocals 2 ['ləʊklz] n. 当地

147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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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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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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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15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52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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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marsh 1 [mɑ:ʃ] n.沼泽；湿地 adj.沼泽的；生长在沼泽地的 n.(Marsh)人名；(俄)马尔什；(英、瑞典)马什

154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155 meaning 2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56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57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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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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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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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nearby 2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64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5 neglect 2 [ni'glekt] vt.疏忽，忽视；忽略 n.疏忽，忽视；怠慢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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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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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70 obeidi 2 奥贝迪

171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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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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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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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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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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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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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181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82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183 pearl 2 [pə:l] n.珍珠；珍珠色；杰出者；珍品 adj.镶珍珠的；珍珠状的 vi.采珍珠；成珍珠状 vt.使成珠状；用珍珠装饰；使呈珍
珠色

184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
185 poorest 1 [pʊərɪst] adj. 最穷的 形容词poor的最高级.

186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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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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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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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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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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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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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194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95 rock 2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96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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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alty 1 ['sɔ:lti] adj.咸的；含盐的

198 samawa 1 n. 萨玛沃

199 sawa 10 萨瓦

200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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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02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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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hallow 1 ['ʃæləu] adj.浅的；肤浅的 n.[地理]浅滩 vt.使变浅 vi.变浅 n.(Shallow)人名；(英)沙洛

205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06 signaling 1 ['sɪgnəlɪŋ] n. 打信号；发信号 动词signal的现在分词.

207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20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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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10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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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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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14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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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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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217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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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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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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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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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222 swamp 1 [swɔmp, swɔ:mp] n.沼泽；湿地 vt.使陷于沼泽；使沉没；使陷入困境 vi.下沉；陷入沼泽；陷入困境；不知所措（过去式
swamped，过去分词swamped，现在分词swamping，第三人称单数swamps，名词swampiness，形容词swampy）

22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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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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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0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31 thirst 1 [θə:st] n.渴望；口渴；热望 vi.渴望；口渴

232 thirsty 1 ['θə:sti] adj.口渴的，口干的；渴望的，热望的

233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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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35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36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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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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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8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239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40 uncomfortable 1 [,ʌn'kɔmfətəbl] adj.不舒服的；不安的

241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242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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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us 1 pron.我们

244 valleys 1 ['væli] n. 山谷；溪谷；流域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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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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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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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9 wate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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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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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52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53 Wells 3 [welz] n.威尔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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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etland 2 ['wetlænd] n.湿地；沼泽地 n.(Wetland)人名；(德)韦特兰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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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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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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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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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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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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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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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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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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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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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