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23 [As It Is] 1,000 Dead, 1,500 Injured in Afghan Quake 词词
汇表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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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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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ffec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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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 Afghan 2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6 Afghanistan 5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7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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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i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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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khund 1 阿洪德

11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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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13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ambulance 1 ['æmbjuləns] n.[车辆][医]救护车；战时流动医院

15 ambulances 1 救护车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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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9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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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a 7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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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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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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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8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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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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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lankets 1 ['blæŋkɪt] n. 毛毯；覆盖物；排字版 vt. 覆盖；用毯子裹；扑灭；挡风；使包含 adj. 包含所有的；适用于所有情形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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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ricks 1 [brɪk] n. 砖；砖块；砖状物 vt. 用砖围砌（或堵）

36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7 buildings 3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38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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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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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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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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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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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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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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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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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48 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
49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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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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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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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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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5 crumble 2 ['krʌmbl] vi.崩溃；破碎，粉碎 vt.崩溃；弄碎，粉碎 n.面包屑

56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57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8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9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60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61 density 2 ['densəti] n.密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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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64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65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66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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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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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arthquake 4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71 earthquakes 1 ['ɜːθkweɪks] n.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.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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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4 emergencies 1 [ɪ'mɜːdʒənsɪz] n. 紧急事件；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.

75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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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xit 1 ['eksit, 'eg zit] n.出口，通道；退场 vi.退出；离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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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xtent 1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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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83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84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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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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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eography 1 [dʒi'ɔgrəfi] n.地理；地形

87 geological 1 [dʒiə'lɔdʒikəl] adj.地质的，地质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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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90 grou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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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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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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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95 hassan 1 n.哈山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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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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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99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100 hel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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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indu 1 ['hindu:; 'hin'du:] adj.印度教的；印度的 n.印度人；印度教教徒

10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3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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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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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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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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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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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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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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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incident 1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11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5 injured 2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16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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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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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9 Islamabad 1 [is'lɑ:məbɑ:d; iz'læməbæd] n.伊斯兰堡（巴基斯坦首都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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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122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23 Kabul 1 ['kɑ:bəl; kə'bu:l] n.喀布尔（阿富汗的首都）

124 khost 2 n. 霍斯特(地区)(在阿富汗)

125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26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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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28 Kush 1 [kʌʃ] n.库什（电影名）

129 landslides 2 ['lændslaɪdz] 滑坡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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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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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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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3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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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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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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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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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agnitude 2 ['mægnitju:d] n.大小；量级；[地震]震级；重要；光度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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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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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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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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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48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49 meteorological 1 [,mi:tiərə'lɔdʒikəl] adj.气象的；气象学的

150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51 Mohammad 1 n.穆罕默德（穆斯林真主）；（阿拉伯）穆罕默德（男子名）

15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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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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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ountainous 2 ['mauntinəs] adj.多山的；巨大的；山一般的

155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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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8 nato 1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15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0 neighboring 2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16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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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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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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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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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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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70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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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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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173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74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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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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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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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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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akistan 2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182 Pakistani 1 [,pæki'stæni] adj.巴基斯坦的 n.巴基斯坦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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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86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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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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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oorly 1 ['puəli, 'pɔ:-] adv.贫穷地；贫乏地；不充分地 adj.身体不舒服的；心情恶劣的

190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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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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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95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96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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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98 quake 6 [kweik] vi.震动；颤抖 n.地震；颤抖

199 quakes 1 [kweɪk] v. 震动；颤抖 n. 震动；地震

200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01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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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04 report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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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05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206 rescuers 1 n.救援者（rescuer的复数）

20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8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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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11 rockslide 1 英 ['rɒkslaɪd] 美 ['rɒkˌslaɪd] n. 岩滑(堆)

212 roofs 1 屋顶

213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14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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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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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aunders 2 ['sɔː ndəs] n. 磨沙机

217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18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19 seized 1 ['siː zd] adj. 查封的，扣押的 v. 逮住，抓住，咬住（动词seize的过去式,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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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22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23 shaking 1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224 sharif 1 [ʃə'ri:f] n.圣族后裔（泛指早年圣徒或伊斯兰教里出身高贵的人）

225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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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ize 2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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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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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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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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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233 spare 2 [spεə] vt.节约，吝惜；饶恕；分出，分让 vi.饶恕，宽恕；节约 adj.多余的；瘦的；少量的 n.剩余；备用零件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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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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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tones 1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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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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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241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242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43 taliban 4 n. 塔利班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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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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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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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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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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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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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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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1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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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254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55 tremor 1 ['tremə] n.[医]震颤；颤动 n.(Tremor)人名；(西)特雷莫尔

256 tremors 1 ['treməz] n. 颤抖；战栗 名词trem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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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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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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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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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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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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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4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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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ednesday 4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67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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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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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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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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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7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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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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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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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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