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20 [As It Is] Mothers Suffer in Hottest City on Earth 词频词频
表表

1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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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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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sh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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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o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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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water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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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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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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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omen 1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3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he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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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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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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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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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n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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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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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extre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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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pregnant 7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22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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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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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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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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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8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 work 6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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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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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akistan 5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33 temperatures 5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4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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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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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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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8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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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Celsius 4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40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1 climate 4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2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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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hot 4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44 humid 4 ['hju:mid] adj.潮湿的；湿润的；多湿气的

45 living 4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46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7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48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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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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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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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nalysis 3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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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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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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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egrees 3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56 deliveries 3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
57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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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xamination 3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59 family 3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60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61 hit 3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62 hottest 3 ['hɒtɪst] adj. 最热的；热烈的 形容词hot的最高级.

63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64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65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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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7 places 3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8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69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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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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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72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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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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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5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7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77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78 baby 2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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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80 birth 2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81 brings 2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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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84 complications 2 英 [ˌkɒmplɪ'keɪʃəns] 美 [ˌkɑmplɪ'keʃəns] n. 复杂；混乱；[医学]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85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86 conservative 2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87 cooking 2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88 cooling 2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
89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90 devices 2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91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92 due 2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93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94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95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96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97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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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eels 2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00 field 2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01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02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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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Khan 2 [kɑ:n] n.可汗（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）；商队客店 n.(Khan)人名；(瑞典)卡恩；(老、柬)坎

105 kitchen 2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
10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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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08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0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1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1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12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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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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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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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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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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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122 pray 2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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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premature 2 [,premə'tjuə, ,pri:-] adj.早产的；不成熟的；比预期早的 n.早产儿；过早发生的事物

124 ration 2 ['ræʃən, 'rei-] vt.配给；定量供应 n.定量；口粮；配给量

125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26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127 response 2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28 rubina 2 n. 鲁比娜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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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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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shortages 2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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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stressed 2 [strest] adj.紧张的；感到有压力的 v.强调（stress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加压力

134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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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suffer 2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136 sun 2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137 temperature 2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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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140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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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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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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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45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46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147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14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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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151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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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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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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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57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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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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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16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6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63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6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65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66 arises 1 [ə'raɪzɪz] vi. 发生；出现；站立 动词ari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67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68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69 attribution 1 [,ætri'bju:ʃən] n.归因；属性；归属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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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7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73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74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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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blanket 1 ['blæŋkit] n.毛毯，毯子；毯状物，覆盖层 adj.总括的，全体的；没有限制的 vt.覆盖，掩盖；用毯覆盖

177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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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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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82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83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184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85 cart 1 [kɑ:t] n.二轮运货马车 vt.用车装载 vi.驾运货马车；用运货车运送 n.(Cart)人名；(法)卡尔；(英、芬)卡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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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88 cecilia 1 [si'siljə] n.塞西莉亚（女子名）

189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90 charlotte 1 n.法国水果奶油布丁；夏洛特

191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92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93 cleaned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
194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95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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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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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complication 1 [,kɔmpli'keiʃən] n.并发症；复杂；复杂化；混乱

200 consortium 1 [kən'sɔ:tjəm] n.财团；联合；合伙

201 constituting 1 英 ['kɒnstɪtju tː] 美 ['kɑːnstətu tː] vt. 构成；组成；任命；建立；制定

202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20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20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205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206 cooks 1 [kʊk] n. 厨师；炊事员 v. 烹调；烧煮；捏造；纂改(账目)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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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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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211 cousins 1 ['kʌznz] n.卡曾斯（姓）

212 cries 1 v.哭；喊叫（cr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叫喊；传闻（cry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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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cup 1 [kʌp] n.杯子；奖杯；酒杯 vt.使成杯状；为…拔火罐

214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21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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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1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219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220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221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222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223 develops 1 [dɪ'veləp] v. 发展；发育；开发；冲洗(照片)

224 dickie 1 ['dɪkɪ] n. (男士衬衫的)胸襟； 假领； <英>四轮马车上司机的座位； 车的后座 =dicky； dickey

22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26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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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229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230 donkey 1 ['dɔŋki] n.驴子；傻瓜；顽固的人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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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drawn 1 [drɔ:n] adj.拔出的 v.画，绘图（draw的过去分词）

233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23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235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236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237 eighth 1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238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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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essential 1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241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242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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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5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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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exposure 1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248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249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250 fainting 1 ['feɪntɪŋ] n. 昏晕；不省人事 动词fain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1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252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253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25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255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256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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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Field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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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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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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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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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262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263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64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265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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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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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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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71 Gloria 1 ['glɔ:riə] n.地质用远程斜向声纳（GeologicalLongLORIARangeInclinedAsdic） n.(Gloria)人名；(英、法、葡、罗、德、
意、西)格洛里亚，格洛丽亚(女名)

272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273 grandchildren 1 [ɡ'ræntʃɪldrən] n.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.

274 greenfield 1 n.市郊绿区 (Greenfield)人名；[英]格林菲尔德 adj.未开发地区的

275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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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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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79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80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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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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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heatstroke 1 ['hi:tstrəuk] n.[中医]中暑

285 heatwave 1 ['hi:tweiv] n.热浪；奇热时期

286 heatwaves 1 n.热浪[波]，酷暑期( heatwave的名词复数 )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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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88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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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91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92 hometown 1 ['həum'taun] n.家乡；故乡

293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294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95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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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29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99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300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301 industri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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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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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303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04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305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306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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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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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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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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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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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14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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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liza 1 ['laizə] n.莉莎（女子名）

316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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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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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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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lunch 1 n.午餐 vt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 vi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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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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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323 melon 1 ['melən] n.瓜；甜瓜；大肚子；圆鼓鼓像瓜似的东西 n.(Melon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梅隆

324 melons 1 ['melənz] n. 甜瓜；额外股利 名词mel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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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ixes 1 [mɪks] v. 混合；掺入；合成；联系；融合；介入 n. 混合(物)；融合

327 moisture 1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
32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2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30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331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332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
333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334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335 neighbor 1 ['neibə] n.邻居 adj.邻近的 vi.友好；毗邻而居 vt.邻接 n.(Neighbor)人名；(英)内伯

336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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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newborn 1 ['nju:bɔ:n] adj.新生的；再生的 n.婴儿

33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4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341 nowadays 1 ['nauədeiz] adv.现今；时下 n.当今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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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44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345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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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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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34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49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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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351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352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353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(英)派普斯

354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355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356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357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358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359 pregnancies 1 ['preɡnənsi] n. 怀孕；妊娠；含蓄；丰富

360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361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62 primary 1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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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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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366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367 rank 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368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69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370 reply 1 [ri'plai] vi.回答；[法]答辩；回击 n.回答；[法]答辩 vt.回答；答复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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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373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374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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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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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378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37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80 rings 1 [rɪŋz] n. 吊环 名词ring的复数形式.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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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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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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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386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387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88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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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90 secondary 1 ['sekəndəri] adj.第二的；中等的；次要的；中级的 n.副手；代理人

391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392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93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94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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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9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398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399 significance 1 [sig'nifikəns] n.意义；重要性；意思

400 Sindh 1 n.信德省（巴基斯坦的一个省）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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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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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404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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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06 sorensen 1 索楞逊 n.(Sorensen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索伦森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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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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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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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stillbirths 1 n.死产( stillbirth的名词复数 )

411 stoves 1 [s'təʊvz] 【机械工程；照明；加热；武器；爆破】火炉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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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stroke 1 n.（游泳或划船的）划；中风；（打、击等的）一下；冲程；（成功的）举动；尝试；轻抚 vt.（用笔等）画；轻抚；
轻挪；敲击；划尾桨；划掉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 vi.击球；作尾桨手，指挥划桨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

414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415 subjected 1 [səbd'ʒektɪd] adj. 从属的，隶属的 v. 动词subject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

416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7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418 sundown 1 ['sʌndaun] n.日落；阔缘的女帽 vi.产生夜间幻觉

419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420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421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422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23 sweating 1 ['swetɪŋ] n. 发汗 动词swea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24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425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26 thorough 1 ['θʌrə, 'θə:rəu] adj.彻底的；十分的；周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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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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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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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unseasonably 1 [ʌn'siː s'əʊnəblɪ] adv. 不合时令地，不合时宜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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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434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43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36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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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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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440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441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442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443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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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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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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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448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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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0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45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5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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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45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56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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