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23 [As It Is] States Prepare to Reduce Use of Colorado
River Water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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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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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water 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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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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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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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California 14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9 us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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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olorado 10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11 river 10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2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area 8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4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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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tate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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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7 much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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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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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outhern 6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0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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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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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ureau 5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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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farming 5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26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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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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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Nevada 5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29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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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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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4 agreement 4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35 allotment 4 [ə'lɔtmənt] n.分配；分配物；养家费；命运

36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7 areas 4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8 compact 4 [kəm'pækt, 'kɔmpækt] n.合同，契约；小粉盒 adj.紧凑的，紧密的；简洁的 vt.使简洁；使紧密结合

39 c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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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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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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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grass 4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42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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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reduce 4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4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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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rizona 3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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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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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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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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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52 including 3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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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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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lawns 3 ['lɔː nz] 草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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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8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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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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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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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plans 3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62 reservoirs 3 ['rezəvwɑːz] n. 储集层；储存器；水库

63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64 supply 3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65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6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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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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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70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71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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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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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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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78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9 district 2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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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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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stimated 2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83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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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u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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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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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5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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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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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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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9 lake 2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90 landscaping 2 ['lændskeɪpɪŋ] n. 景观美化 动词landscape的现在分词.

91 lawn 2 [lɔ:n] n.草地；草坪 n.(Lawn)人名；(缅)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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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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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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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96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97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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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m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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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native 2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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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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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03 reclamation 2 [,reklə'meiʃən] n.开垦；收回；再利用；矫正

104 signed 2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05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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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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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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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0 tribes 2 特里韦斯

11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12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113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14 Utah 2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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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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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8 Wyoming 2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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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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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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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23 agreements 1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24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25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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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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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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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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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0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31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132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
133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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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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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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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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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rittany 1 ['britəni] n.布列塔尼（法国西北部一地区）

141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42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43 Camille 1 n. 卡米尔(女子名)

144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4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46 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147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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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150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51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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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54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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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o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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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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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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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61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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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etermines 1 英 [dɪ'tɜːmɪn] 美 [dɪ'tɜ rːmɪn] v. 决定；决心；确定；测定

164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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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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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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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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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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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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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expressing 1 v.表达；表达观点（express的ing形式）

172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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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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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76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177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78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79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180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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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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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85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86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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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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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homeowners 1 ['həʊməʊnəz] / n.；自己拥有住房者；(住自己房子的)私房屋主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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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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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imperial 1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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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96 incorrectly 1 [,inkə'rektli] adv.错误地；不适当地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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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rrigation 1 [,iri'geiʃən] n.灌溉；[临床]冲洗；冲洗法

199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00 kathleen 1 ['kæθli:n; kæθ'li:n] n.凯思琳（女子名，等于Kathryn）

201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02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0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04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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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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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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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11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212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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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mead 1 [mi:d] n.蜂蜜酒；草地 n.(Mead)人名；(英)米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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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216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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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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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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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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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negotiate 1 [ni'gəuʃieit, -si-] vt.谈判，商议；转让；越过 vi.谈判，交涉

224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225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26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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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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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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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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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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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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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4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35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36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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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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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eterson 1 n.彼得森（男子名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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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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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3 portion 1 ['pɔ:ʃən, 'pəu-] n.部分；一份；命运 vt.分配；给…嫁妆

244 Powell 1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245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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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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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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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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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negotiate 1 [,ri:ni'gəuʃieit] vt.重新谈判；重新协商 vi.重新谈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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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eservoir 1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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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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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onayne 1 n. 罗内因

257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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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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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)塞尔斯

259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60 seawater 1 ['si:,wɔ:tə, -wɔ-] n.海水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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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63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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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6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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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69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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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0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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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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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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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outheastern 1 [,sauθ'i:stən] adj.东南方的；朝东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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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7 submitted 1 [səb'mɪt] vt. 使服从；使屈服；提交；递交；认为 vi. 屈从

278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79 supervises 1 ['suːpəvaɪzɪz] 动词supervise的第三人称单数

280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8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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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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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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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outon 1 图东

286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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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89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90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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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293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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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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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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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astewater 1 ['weist,wɔ:tə, -,wɔ-] n.废水，污水

29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9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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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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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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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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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04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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