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07 [As It Is] Population on Alaskan Island Faces 'Dire'
Situat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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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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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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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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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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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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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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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land 8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3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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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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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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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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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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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limate 6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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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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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hishmaref 6 n. 希什马廖夫(在美国；西经 166º11' 北纬 66º15')

22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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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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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nge 5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26 community 5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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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li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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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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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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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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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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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ea 4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35 storm 4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36 village 4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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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8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9 Alaska 3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40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1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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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hristian 3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43 church 3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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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flooding 3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46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47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48 ice 3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49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50 moved 3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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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53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4 situation 3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5 villagers 3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56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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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warming 3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5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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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2 Bering 2 ['bɛriŋ] n.白令海峡

63 blame 2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64 burden 2 ['bə:dən] n.负担；责任；船的载货量 vt.使负担；烦扰；装货于 n.(Burden)人名；(英)伯登

65 calls 2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66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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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ncern 2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6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9 council 2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70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71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2 due 2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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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rosion 2 [i'rəuʒən] n.侵蚀，腐蚀

75 evacuate 2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76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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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8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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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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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urt 2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81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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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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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layer 2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形
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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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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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lies 2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86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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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Marino 2 n.马里诺（男子名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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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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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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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94 resilient 2 adj.弹回的，有弹力的；能复原的；可迅速恢复的

95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9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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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silco 2 abbr.Shanghai International Leasing Company Ltd. <中国>上海国际租赁有限公司

99 storms 2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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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trait 2 [streit] adj.狭窄的；苦恼的 n.海峡；困境 n.(Strai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10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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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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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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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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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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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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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12 towns 2 n. 汤斯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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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115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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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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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ind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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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0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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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aron 1 ['εərən] n.亚伦（男子名）；亚伦（摩西之兄，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）

123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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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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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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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ccountability 1 [ə,kauntə'biləti] n.有义务；有责任；可说明性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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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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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1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32 Alaskan 1 [ə'læskən] adj.阿拉斯加的；阿拉斯加州的 n.阿拉斯加人

13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4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35 anthropologist 1 [,ænθrə'pɔlədʒist] n.人类学家；人类学者

136 arctic 1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
13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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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40 atmospheric 1 [,ætməs'ferik,-kəl] adj.大气的，大气层的

14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42 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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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baptism 1 ['bæptizəm] n.洗礼；严峻考验

144 baptisms 1 n.（基督教的）洗礼( baptism的名词复数 ); <喻>洗礼; 初次经历; 火的洗礼

145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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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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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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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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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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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153 birthdays 1 n.生日( birthday的名词复数 )

154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55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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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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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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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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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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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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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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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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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166 Chukchi 1 ['tʃuktʃi:] n.（西伯利亚东北部的）楚克其族；楚克其人；楚克其语 adj.楚克奇族的；楚克奇人的；楚克奇语的

167 churches 1 英 [tʃɜ tːʃ] 美 [tʃɜ rːtʃ] n. 礼拜仪式；教堂；基督教徒 adj. 教堂的 v. 把 ...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

168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6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70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1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72 continental 1 [,kɔnti'nentəl] adj.大陆的；大陆性的 n.欧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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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contribute 1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
contributing]

175 contributed 1 [kən'trɪbju tː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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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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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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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80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81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182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83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8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85 diploma 1 [di'pləumə] n.毕业证书，学位证书；公文，文书；奖状 vt.发给…毕业文凭

186 dire 1 ['daiə] adj.可怕的；悲惨的；极端的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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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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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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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92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93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94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195 el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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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
197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9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99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200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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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203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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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0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07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208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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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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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2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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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214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15 funerals 1 n.葬礼，丧礼( funeral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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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ases 1 ['ɡæsɪz] n. 气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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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20 gradual 1 ['grædʒuəl] adj.逐渐的；平缓的 n.弥撒升阶圣歌集

221 graduation 1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222 graduations 1 n. 毕业典礼（graduation的复数）

223 greenhouse 1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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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26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27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28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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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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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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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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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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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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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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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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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39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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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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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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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44 injustice 1 [in'dʒʌstis] n.不公正；不讲道义

245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
246 inupiat 1 n. 伊努皮爱克人; 伊努伊特语

247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248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49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250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251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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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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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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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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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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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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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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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loyd 1 [lɔid] n.劳埃德（男子名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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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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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Lutheran 1 ['lu:θərən] adj.路德教会的 n.路德教会

26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64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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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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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68 melting 1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26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70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71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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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molly 1 n.莫莉（女子名）；帆鳍鲈；懦夫；娘娘腔的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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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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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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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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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80 northernmost 1 ['nɔ:ðənməust] adj.最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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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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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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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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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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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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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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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90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91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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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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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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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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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9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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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30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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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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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3 proposals 1 [prə'pəʊzlz] 建议

304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305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306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07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308 reclaiming 1 [rɪ'kleɪmɪŋ] n. 再生；恢复 动词reclaim的现在分词.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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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0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311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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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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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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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resettle 1 [ri:'setl] vi.重新定居 vt.使重新定居

316 resourceful 1 [ri'sɔ:sful, -'zɔ:-, 'ri:s, 'ri:z-] adj.资源丰富的；足智多谋的；机智的

317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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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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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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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324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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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cared 1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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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29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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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1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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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inking 1 ['siŋkiŋ] n.沉没 adj.下沉的 v.下沉（s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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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33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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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nell 1 [snel] n.系钩线 adj.精明的；敏捷的 n.(Snell)人名；(匈)什内尔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斯内尔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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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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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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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343 sporting 1 ['spɔ:tiŋ] adj.运动的；冒险性的；公正的；喜好运动的 v.娱乐；玩弄（sport的ing形式）

344 stasenko 1 斯塔先科

345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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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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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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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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48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49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5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51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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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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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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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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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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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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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60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61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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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ribal 1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364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365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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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68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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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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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71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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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374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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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was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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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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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79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8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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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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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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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85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86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38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88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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