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The Bagmati_ Nepal's Holiest,
and Dirtiest, Rive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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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river 20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6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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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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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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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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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ate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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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3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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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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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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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0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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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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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sh 6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25 waste 6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26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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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during 5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28 kathmandu 5 n. 加德满都(尼泊尔首都) =Katmandu.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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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1 along 4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3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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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dams 4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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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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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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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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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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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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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volunteers 4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40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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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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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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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4 bodies 3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45 clean 3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46 clean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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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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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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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igh 3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50 holy 3 [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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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kharel 3 卡雷尔

52 lama 3 ['lɑ:mə] n.喇嘛 n.(Lama)人名；(西、意、葡、几、法)拉马

53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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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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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Nepal 3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56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57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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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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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6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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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3 Waters 3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4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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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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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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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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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awareness 2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71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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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anks 2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73 body 2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74 bring 2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75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76 canal 2 [kə'næl] n.运河；[地理]水道；[建]管道；灌溉水渠 vt.在…开凿运河 n.(Can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卡纳尔；(土)贾
纳尔

77 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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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ty 2 卡蒂

79 cleaning 2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80 committee 2 [kə'miti] n.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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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completion 2 [kəm'pli:ʃən] n.完成，结束；实现

82 cremation 2 [kri'meiʃən] n.火葬；火化

83 dead 2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84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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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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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doubt 2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88 dry 2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89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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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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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lory 2 ['glɔ:ri] n.光荣，荣誉；赞颂 vi.自豪，骄傲；狂喜 n.(Glory)人名；(法)格洛里

93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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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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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oliest 2 ['həʊlɪɪst] [ holily ]的形容词最高级

96 hom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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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8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99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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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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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lined 2 [laɪnd] adj. 具线纹的；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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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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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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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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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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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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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polluted 2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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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urify 2 ['pjuərifai] vt.净化；使纯净 vi.净化；变纯净

112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13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14 sewer 2 ['sjuə, 'su:ə] n.下水道；阴沟；裁缝师 vt.为…铺设污水管道；用下水道排除…的污水 vi.清洗污水管

115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16 site 2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117 smell 2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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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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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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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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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24 thrown 2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125 upadhya 2 乌帕德亚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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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useful 2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128 wash 2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12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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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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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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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worship 2 ['wə:ʃip] n.崇拜；礼拜；尊敬 vt.崇拜；尊敬；爱慕 vi.拜神；做礼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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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36 accou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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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38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
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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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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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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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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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4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8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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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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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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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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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ashes 1 ['æʃiz] n.骨灰，灰烬（ash的复数） v.把…烧成灰烬（as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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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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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58 bathing 1 ['beiðiŋ, 'beiθiŋ] n.沐浴；游泳；洗海水澡 v.洗浴（bath的现在进行式）

15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60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61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162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63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164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165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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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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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bottled 1 ['bɔtld] adj.瓶装的

168 buddhists 1 佛教信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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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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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2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73 campaigners 1 n.从军者，出征者，竞选者( campaigner的名词复数 )

174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75 Canals 1 n.[水运]运河；隧道（canal的复数） v.在…开凿运河（cana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Canals)人名；(西、法)卡纳尔斯

176 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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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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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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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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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182 chhath 1 查

183 civilization 1 [,sivilai'zeiʃən, -li'z-] n.文明；文化

184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185 cleanup 1 ['kli:nʌp] n.清除；暴利；清扫工作；第四防守位置 adj.第四位击球员的

186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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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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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190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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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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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94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95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96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97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98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199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20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01 cremate 1 [kri'meit] vt.火葬；烧成灰

202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203 dam 1 [dæm] v.控制；筑坝 n.[水利]水坝；障碍 n.(D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丹、德、瑞典)达姆；(老)丹

204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205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206 darken 1 ['dɑ:kən] vt.使变暗；使模糊 vi.变黑；变得模糊

207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208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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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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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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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dirtiest 1 英 ['dɜ tːi] 美 ['dɜ rːti] adj. 脏的；肮脏的；下流的；卑鄙的；腐败的；不正当的 v. 弄脏；玷污

213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214 dirtying 1 英 ['dɜ tːi] 美 ['dɜ rːti] adj. 脏的；肮脏的；下流的；卑鄙的；腐败的；不正当的 v. 弄脏；玷污

215 downstream 1 ['daun'stri:m] adv.下游地；顺流而下 adj.下游的；顺流的

216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217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218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9 dumping 1 ['dʌmpiŋ] n.倾销；倾泻 v.倾倒（dum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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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22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23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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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environmentalists 1 n.环境保护论者，人类生态学者(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)

22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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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229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230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231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
232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233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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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236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237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38 festival 1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239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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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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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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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245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246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247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48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249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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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52 ghat 1 [gɔ:t] n.山路；河边的石梯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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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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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gods 1 ['ɡɒdz] n. <非正>最高层楼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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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governmental 1 [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的；政治的；统治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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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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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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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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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heaven 1 ['hevən] n.天堂；天空；极乐 n.(Heaven)人名；(英)希文

264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265 Himalaya 1 [,himə'leiə] n.喜马拉雅山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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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hindus 1 n. 印度人；印度教徒 名词hindu的复数形式.

268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69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270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271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272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273 honors 1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
274 hopefulness 1 ['həupfulnis] n.抱有希望

275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76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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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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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80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8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82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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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integrated 1 ['intigreitid] adj.综合的；完整的；互相协调的 v.整合；使…成整体（integrate的过去分词）

285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28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87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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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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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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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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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lesser 1 ['lesə] adj.较少的；次要的；更小的 adv.较少地；更小地；不及 n.(Lesser)人名；(英、德)莱塞

295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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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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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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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mala 1 ['meilə] n.磨面；叶 n.(Mala)人名；(俄、葡、芬、意、乍、塞、尼日利)马拉

302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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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04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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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6 monsoon 1 [mɔn'su:n] n.季风；（印度等地的）雨季；季候风

30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08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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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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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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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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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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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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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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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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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322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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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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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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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32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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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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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331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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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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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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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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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rainwater 1 ['rein,wɔ:tə] n.雨水；软水 n.(Rainwater)人名；(英)雷恩沃特

33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340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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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reach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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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recalled 1 [rɪ'kɔː 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
344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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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46 religiously 1 adv.虔诚地，笃信地

347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348 removes 1 [rɪ'muːvz] 引语排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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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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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352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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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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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ritual 1 ['ritjuəl, -tʃu-] n.仪式；惯例；礼制 adj.仪式的；例行的；礼节性的

356 rituals 1 ['rɪtʃuəlz] 仪式

357 riverbed 1 ['rivəbed] n.河床

358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359 riverside 1 ['rivəsaid] n.河边；河畔 adj.河畔的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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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362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363 Saturdays 1 ['sætədiz; -deiz] adv.每逢星期六

364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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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66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367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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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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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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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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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373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4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375 shelters 1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
376 Shiva 1 ['ʃi:və] n.（犹太教）七日服丧期 n.(Shiva)人名；(印、尼)希瓦

377 shrine 1 [ʃrain] n.圣地；神殿；神龛；圣祠 vt.将…置于神龛内；把…奉为神圣

378 shrines 1 [ʃraɪn] n. 圣地； 神龛； 庙 v. 将 ... 置于神龛内； 把 ... 奉为神圣

379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380 sins 1 n.罪恶 n.(Sins)人名；(英、德)辛斯

381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38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83 soul 1 n.灵魂；心灵；精神；鬼魂 n.一种人，某种人（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） adj.美国黑人文化的 n.(Soul)人名；(英、法)苏
尔

384 Souls 1 n. 灵魂；精神（soul的复数）

385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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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stink 1 [stiŋk] n.臭味；讨厌的人 vi.发出臭味；招人讨厌 vt.使发出臭气；用臭味驱赶

388 stinks 1 [[stɪŋk] vi. 发出臭味 动词stin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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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90 succeeded 1 [sək'siː dɪd] v. 成功（动词suc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1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392 teku 1 n. 特库(在印度尼西亚；东经 123º27' 南纬 0º44')

393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
39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9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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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9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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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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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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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03 towns 1 n. 汤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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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406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407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408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40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10 undrinkable 1 adj.不能喝的；不能饮用的

411 unesco 1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
41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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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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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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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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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washes 1 英 [wɒʃ] 美 [wɑ ʃː] n. 洗；洗涤 v. 洗；洗涤；洗清

418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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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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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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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3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2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2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26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427 wrongs 1 英 [rɒŋ] 美 [rɔː ŋ] adj. 错误的；有毛病的；不适当的；不道德的 adv. 错误地 n. 不义行为；坏事；犯罪；欺骗；错误；不
公正 v. 冤枉；不公正地对待

42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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