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Officials Weigh Value of Saving
Eagles and Wind Energy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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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3 account 2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4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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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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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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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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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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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11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4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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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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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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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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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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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3 ar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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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5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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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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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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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29 Audubon 1 ['ɔ:dəbɔn] n.奥杜邦（美国鸟类学家、画家和博物学家）

30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1 avoiding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
32 bab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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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alance 2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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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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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drosian 3 n. 贝德罗西安

3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8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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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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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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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44 bird 3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45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46 blades 1 n. 刀片；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.

47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48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49 breeding 1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50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51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52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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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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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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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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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9 carb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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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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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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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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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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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e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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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8 chick 1 [tʃik] n.小鸡；小鸟；少妇 adj.胆小的；懦弱的 n.(Chick)人名；(英)奇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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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71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72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3 collisions 1 [kə'lɪʒnz] 碰撞

74 comment 4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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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mpanies 6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77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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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79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80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81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82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83 conviction 2 n.定罪；确信；证明有罪；确信，坚定的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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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85 could 7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86 court 2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87 crashes 1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88 crass 2 [kræs] adj.愚钝的；粗鲁的；非常的 n.(Crass)人名；(英)克拉斯

89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90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91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92 c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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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94 deaths 7 ['deθs] 死亡人口

95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96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97 developm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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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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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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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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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04 each 5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5 eagle 11 ['i:gl] n.鹰；鹰状标饰 n.(Eagle)人名；(英)伊格尔

106 eagles 16 ['iː ɡl] n. 鹰

10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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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10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11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12 electricity 3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13 electrocuted 2 [ɪ'lektrəkju tː] v. 用电刑处死；使触电致死；通电致死

114 else 2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15 energy 4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16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117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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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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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ensuring 1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
120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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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23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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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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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7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28 farms 5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129 Federal 4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30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31 fi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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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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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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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ossil 1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13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37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38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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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uels 1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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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43 gasses 1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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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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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olden 16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147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148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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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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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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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growth 3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53 guilty 2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154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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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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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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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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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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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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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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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63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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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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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68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69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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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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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incidentally 2 [,insi'dentəli] adv.顺便；偶然地；附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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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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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5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76 insensitive 1 [in'sensətiv] adj.感觉迟钝的，对…没有感觉的

177 intentionally 1 [in'tenʃənli] adv.故意地，有意地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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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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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82 jay 1 [dʒei] n.鸟；松鸡；喋喋不休的人 n.(Jay)人名；(英)杰伊；(法)热

183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8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85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86 killed 3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87 killing 3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188 larg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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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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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9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192 lays 1 vt.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（l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性伙伴（lay的复数）

19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94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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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97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19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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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ines 2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00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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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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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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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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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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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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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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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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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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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ean 2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11 means 3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12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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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14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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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illsap 2 n. 米尔萨普

216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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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19 nationwide 2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20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21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22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3 nest 1 [nest] n.巢，窝；安乐窝；温床 vt.筑巢；嵌套 vi.筑巢；找鸟巢 n.(Nest)人名；(德)内丝特；(英)内丝特(女子教名Agnes威尔
士语的昵称)

224 nests 1 [nest] n. 巢；窝 vt. 为 ... 筑巢；嵌入 vi. 筑巢；寻找鸟巢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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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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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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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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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30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1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32 offset 2 [,ɔf'set, ,ɔ:-, 'ɔfset, 'ɔ:-] n.抵消，补偿；平版印刷；支管 vt.抵消；弥补；用平版印刷术印刷 vi.装支管

233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3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35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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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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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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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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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1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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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overlap 2 [,əuvə'læp, 'əuvəlæp] n.重叠；重复 vi.部分重叠；部分的同时发生 vt.与…重叠；与…同时发生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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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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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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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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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ermits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49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50 permitting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51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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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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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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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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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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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pleaded 1 v.辩护（plead的过去式）

257 poisoned 1 ['pɔɪzənd] adj. 中毒的 动词pois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8 poles 2 英 [pəʊl] 美 [poʊl] n. 杆；柱；极点 v. (用杆)支撑 Pole. n. 波兰人

259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0 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61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62 pow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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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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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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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redictions 1 [prɪ'dɪkʃnz] 预言

26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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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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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70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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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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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rotection 3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74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27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76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
277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78 raptor 1 ['ræptə(r)] n.猛禽；肉食鸟

279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280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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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ductions 1 n.减少(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降低; [数学]约简; [摄影术]减薄

283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84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85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86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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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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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esponsible 2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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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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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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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95 rude 1 [ru:d] adj.粗鲁的；无礼的；狂暴的；未开化的 n.(Rude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鲁德；(法)吕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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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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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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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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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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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2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03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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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ervice 2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06 shootings 1 n.射击(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); 打猎; 射击竞赛; （通常指犯罪行为的）开枪

30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08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309 slowdown 1 ['sləudaun] n.减速；怠工；降低速度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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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12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13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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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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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316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317 spaced 1 [speist] adj.隔开的；以规定距离排列的；间隔排列的 v.隔开；空出（space的过去分词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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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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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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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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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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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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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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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329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330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31 teton 1 ['ti:tɔn; -tən] n.提顿族人（美国印第安人）

332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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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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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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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3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8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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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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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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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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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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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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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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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6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47 turbine 3 ['tə:bain, -bin] n.[动力]涡轮；[动力]涡轮机

348 turbines 5 ['tɜːbaɪnz] 涡轮

349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5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1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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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54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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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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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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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usgs 2 abbr.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美国地质勘探局

35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60 utility 2 [ju:'tiləti] n.实用；效用；公共设施；功用 adj.实用的；通用的；有多种用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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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63 violations 1 [vaɪə'leɪʃnz] n. 侵害，违反（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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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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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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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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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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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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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74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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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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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78 wildlife 3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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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
381 wind 19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382 windmills 2 ['wɪndmɪl] n. 风车 v. (使）像风车一样旋转

383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8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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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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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89 Wyoming 6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390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91 years 7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92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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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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