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5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Jordan River Water Levels
Continue to Decreas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river 29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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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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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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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Jordan 15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
9 wate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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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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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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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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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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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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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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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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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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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0 Bromberg 5 n.(Bromberg)人名；(德、法、俄)布龙贝格；(英)布朗伯格

21 Israeli 5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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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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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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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nflict 4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26 director 4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2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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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9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0 palestinians 4 [ˌpælɪs'tɪnɪənz] n.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.

31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2 sea 4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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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victim 4 ['viktim] n.受害人；牺牲品；牺牲者

35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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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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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ank 3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38 basin 3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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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ubic 3 ['kju:bik] adj.立方体的，立方的 n.(Cubic)人名；(罗)库比克

40 dead 3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41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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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Israel 3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44 Jordanian 3 [dʒɔ:'deiniən] adj.约旦的；约旦人的 n.约旦人

45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6 lower 3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47 meters 3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48 million 3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49 miracles 3 ['mirəklz] n. 奇迹（miracle的复数）；神迹

50 Palestinian 3 adj. 巴勒斯坦的；巴勒斯坦人的 n. 巴勒斯坦；巴勒斯坦人

51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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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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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ite 3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54 Syria 3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55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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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7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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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9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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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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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2 Abu 2 abbr.亚洲广播联盟（AsianBroadcastUnion） n.(Abu)人名；(葡、哈萨、塔吉、吉尔、乌兹、阿塞、土库)阿布

63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64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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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dding 2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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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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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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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0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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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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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74 bible 2 ['baibl] n.有权威的书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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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hanging 2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77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8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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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commission 2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80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81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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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3 east 2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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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86 flow 2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87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88 German 2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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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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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armony 2 ['hɑ:məni] n.协调；和睦；融洽；调和 n.(Harmony)人名；(英)哈莫尼

92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93 importance 2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94 incentive 2 [in'sentiv] n.动机；刺激 adj.激励的；刺激的

95 interfaith 2 ['intə'feiθ] adj.不同宗教信仰者的；多种信仰的

96 involving 2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97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98 legitimate 2 [li'dʒitimət, li'dʒitimeit] adj.合法的；正当的；合理的；正统的 vt.使合法；认为正当（等于legitimize）

99 meant 2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00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01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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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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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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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06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0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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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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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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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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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12 perspective 2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
113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14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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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religious 2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116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17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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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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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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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sides 2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122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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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stability 2 [stə'biliti] n.稳定性；坚定，恒心

124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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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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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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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taleb 2 塔利布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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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30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31 visit 2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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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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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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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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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139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140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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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43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44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14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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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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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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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rrangement 1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150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151 baptism 1 ['bæptizəm] n.洗礼；严峻考验

152 baptismal 1 [bæp'tizməl] adj.洗礼的，浸礼的

153 baptize 1 [bæp'taiz] vt.给…施浸礼；命名；使经受考验（等于baptise） vi.施行洗礼（等于baptise） n.(Baptize)人名；(法)巴蒂泽

154 baptized 1 [bæp'taɪz] v. 给…施洗礼；(受洗礼时)命名

15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5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57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15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59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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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6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63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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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16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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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169 christians 1 克里斯蒂安斯；Christian的复数形式，基督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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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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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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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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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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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177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178 cry 1 [krai] vt.叫喊；哭出；大声说 n.叫喊；叫声；口号；呼叫 vi.哭；叫；喊

179 dams 1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18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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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182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83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84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85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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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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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dip 1 [dip] vt.浸，泡，蘸；舀取；把伸入 vi.浸；下降，下沉；倾斜；舀，掏 n.下沉，下降；倾斜；浸渍，蘸湿 n.(Dip)人名；
(尼)迪普

190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91 disappointing 1 [,disə'pɔintig] adj.令人失望的；令人扫兴的 v.令人失望（disappoint的ing形式）；辜负…的期望

192 diversion 1 [dai'və:ʃən, di-] n.转移；消遣；分散注意力

193 diversions 1 [daɪ'vɜ ʃːnz] 分水口

194 diverting 1 [dai'və:tiŋ, di-] adj.有趣的；令人快乐的 v.使转移；使得到消遣（divert的现在分词）

195 dividing 1 [di'vaidiŋ] adj.区分的；起划分作用的 v.分开（divide的ing形式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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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documenting 1 ['dɒkjʊmentɪŋ] n. 文件制作，文件编制 动词documen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99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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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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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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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05 elderly 1 ['eldəli] adj.上了年纪的；过了中年的；稍老的

206 empowering 1 [ɪm'paʊərɪŋ] n. 授权，允许；【中药学】相使 动词empower的现在分词形式

207 encourages 1 英 [ɪn'kʌrɪdʒ] 美 [ɪn'kɜ rːɪdʒ] vt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

208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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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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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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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21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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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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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217 fam 1 abbr. 快速辅助存贮器（=Fast Auxiliary Memory） abbr. 共济会（=Free and Accepted Masons）

218 Fede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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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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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221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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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224 Galilee 1 ['gælili:] n.加利利（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）；西端入口处的门廊（中古英国教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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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gidon 1 吉东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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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229 happiest 1 ['hæpɪɪst] adj. 幸福的；快乐的 形容词happy的最高级.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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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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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234 holy 1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23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3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37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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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40 Jesus 1 n.耶稣（上帝之子）；杰西（男子名）

241 Jewish 1 ['dʒu:iʃ] adj.犹太人的；犹太族的

242 jews 1 犹太人

243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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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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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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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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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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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49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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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
252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53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54 mariam 1 n. 马里亚姆; 玛丽亚姆

255 miracle 1 ['mirəkl] n.奇迹，奇迹般的人或物；惊人的事例 n.(Miracle)人名；(英)米勒克尔；(意、西)米拉克莱

256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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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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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Muslims 1 穆斯林

259 nada 1 ['nædə] abbr.美国汽车经销商联合会（theNationalAutomobileDealersAssociation） n.(Nada)人名；(塞、葡、俄、阿拉伯、英)
娜达(女名)，纳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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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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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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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occupied 1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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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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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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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268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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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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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1 pleasing 1 ['pli:ziŋ] adj.令人愉快的；讨人喜欢的；合意的 v.取悦（please的现在分词）

27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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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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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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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78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79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280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81 rebirth 1 [,ri:'bə:θ, 'ri:b-] n.再生；复兴

282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283 religions 1 [rɪ'lɪdʒənz] 宗教

284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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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8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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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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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ustom 1 n. 拉斯托姆

29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2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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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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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5 separates 1 ['sepərət] adj. 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单独的；各自的 v. 分开；隔开；区分；分居；脱离 n. 分开；抽印本

296 shrinking 1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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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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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01 testament 1 ['testəmənt] n.[法]遗嘱；圣约；确实的证明

302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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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04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05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06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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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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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310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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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unevenly 1 ['ʌn'i:vənli] adv.不均衡地；不平坦地；不平行地

313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14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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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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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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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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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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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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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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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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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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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27 Yana 1 ['jænə] n.雅娜（女子名）；雅拿河（在苏联亚洲境内，北流入Laptev海）

32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9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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