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31 [As It Is] Europe Turns to Firewood during Energy
Crisi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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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firewood 22 ['faiəwud] n.柴火；木柴

4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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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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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wood 1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9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deman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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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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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ests 6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3 gas 6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4 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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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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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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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increased 5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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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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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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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4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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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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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Germany 4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27 heating 4 ['hi:tiŋ] n.[热]加热；[建]供暖；暖气设备 adj.加热的；供热的 v.[热]加热（hea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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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1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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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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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4 burning 3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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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devices 3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37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38 Europe 3 ['juərəp] n.欧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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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forestry 3 ['fɔristri] n.林业；森林地；林学

40 German 3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41 GPS 3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
42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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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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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Poland 3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45 popescu 3 波佩斯库

46 prices 3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7 products 3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8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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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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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theft 3 [θeft] n.盗窃；偷；赃物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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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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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4 adds 2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55 Augu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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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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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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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ents 2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59 costly 2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0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61 Czech 2 [tʃek] adj.捷克的，捷克人的，捷克语的 n.捷克人；捷克语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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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64 forest 2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65 foresters 2 ['fɒrɪstəz] 林业工作者

66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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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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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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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71 Hesse 2 [hes; 'hesi] 海塞（姓氏）

72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7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74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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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limited 2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76 logs 2 [[lɒgz] n. 原木；日志 名词log的复数形式.

77 Moldova 2 [mɔl'dɔ:və] n.摩尔多瓦（罗马尼亚一地区）

78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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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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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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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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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)奥韦尔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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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84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85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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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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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republic 2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8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89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90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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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tatistics 2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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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stoves 2 [s'təʊvz] 【机械工程；照明；加热；武器；爆破】火炉

94 sustainable 2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95 tak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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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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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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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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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tree 2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00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101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02 warned 2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103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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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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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06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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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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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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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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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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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lerts 1 英 [ə'lɜ tː] 美 [ə'lɜ rːt] adj. 警觉的；灵敏的 vt. 使意识到；警惕 n. 警戒；警报

112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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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15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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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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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Austrian 1 ['ɔstriən] adj.奥地利的；奥地利人的 n.奥地利人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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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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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22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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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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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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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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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aty 1 卡蒂

127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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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30 cheapest 1 [tʃiː pɪst] adj. 最便宜 形容词cheap的最高级形式.

131 Chisinau 1 n.基希讷乌（摩尔多瓦的首都）

132 claiming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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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
135 com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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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6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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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3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39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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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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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43 danes 1 丹麦人

144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45 Danish 1 ['deiniʃ] adj.丹麦的；丹麦人的；丹麦语（文）的 n.丹麦语

146 DBA 1 abbr. 数据管理 (=database administration) abbr. 调整分贝(=decibel adjusted) abbr. 工商管理学博士(=Doctor of Business
Administration)

147 Denmark 1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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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pended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50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151 d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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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3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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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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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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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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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u 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159 experimenting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60 exports 1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16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62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163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64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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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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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68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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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gazprom 1 n.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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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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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iding 1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
174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75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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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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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79 incidents 1 ['ɪnsɪdənts] 事件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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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82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8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4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85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186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8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88 kilowatt 1 ['kiləuwɔt] n.[电]千瓦（功率单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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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91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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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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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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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97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
198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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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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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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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202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203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04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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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ornings 1 ['mɔ:niŋz] adv.每天早晨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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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09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21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11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212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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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1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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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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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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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19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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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1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22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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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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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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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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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230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31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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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3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35 ranger 1 ['reindʒə] n.突击队员；漫游者；骑警；别动队员 n.(Ranger)人名；(英)兰杰；(法)朗热

236 rangers 1 n. 兰杰斯（音译名）；守林人；骑警；突击队员；漫游者（名词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
23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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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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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report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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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41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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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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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Rhine 1 [rain] n.莱茵河（位于欧洲西部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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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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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49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50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51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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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塞尔斯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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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earches 1 英 [sɜ tːʃ] 美 [sɜ rː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
255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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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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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59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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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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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62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6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4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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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267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68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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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1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272 southwestern 1 [,sauθ'westən] adj.西南部的；向西南的；来自西南的

273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274 splits 1 [splɪt] v. 分裂；将…分成若干部分；分摊；分离；劈开；裂开；<俚>离开 n. 劈开；裂口；分裂；一份；水果冰淇淋 adj.
分裂的；意见分歧的

275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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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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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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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81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82 thefts 1 n.偷盗( theft的名词复数 ); 偷窃; 盗窃之物; 失窃案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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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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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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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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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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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dor 1 ['tju:də] adj.都铎式建筑式样的；都铎王朝的 n.英国都铎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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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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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armth 1 [wɔ:mθ] n.温暖；热情；激动

29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5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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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98 Westphalia 1 [west'feiliə] n.威斯特法利亚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北部一地区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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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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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02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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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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