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0 [As It Is] UN Discusses Loss and Damage in Climate
Talk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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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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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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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 addition 2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7 adelle 1 n. 阿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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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1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2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 aid 6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4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5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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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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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alytics 1 [,ænə'litiks] n.[化学][数]分析学；解析学

21 and 3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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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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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
25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6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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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8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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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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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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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Bahamas 1 [bə'hɑ:məz] n.巴哈马群岛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3 Banks 2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34 Barbados 2 [bɑ:'beidəuz] n.巴巴多斯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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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8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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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4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42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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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44 blamed 4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45 borenstein 1 n. 博伦斯坦

46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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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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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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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ll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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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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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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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ty 1 卡蒂

54 caused 3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5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56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7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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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limate 1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0 climates 3 [k'laɪməts] 气象条件

61 coal 3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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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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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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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67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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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mpensate 1 ['kɔmpenseit] vi.补偿，赔偿；抵消 vt.补偿，赔偿；付报酬

69 compensating 1 ['kɒmpenseɪtɪŋ] n. 补偿；补助；修正 动词compens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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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72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73 cop 1 [kɔp] vt.抓住 n.巡警，警官 n.(Cop)人名；(塞、捷)措普；(土)焦普

74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5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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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urren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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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amage 14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79 damages 5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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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artmouth 1 ['dɑ:tməθ] n.达特茅斯（英国港口）

82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83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4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
85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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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elegates 1 ['delɪɡeɪt] n. 代表 v. 派 ... 为代表；委派；授权；委托

88 describe 2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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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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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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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iplomat 2 ['dipləmæt] n.外交家，外交官；有外交手腕的人；处事圆滑机敏的人

92 disasters 4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93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4 discusses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95 discussing 2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96 discussions 3 [dɪs'kʌʃnz] 讨论

97 distribute 1 [di'stribju:t, 'dis-] vt.分配；散布；分开；把…分类

98 distributed 1 [di'stribjutid] adj.分布式的，分散式的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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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01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02 droughts 2 [d'raʊts] 旱灾

103 d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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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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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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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7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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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gypt 2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1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11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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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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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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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17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18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19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20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12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22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23 financial 3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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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126 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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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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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31 fossil 1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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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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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fuel 3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34 fuels 1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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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7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138 g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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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gases 1 ['ɡæsɪz] n. 气体

140 gasses 1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141 gener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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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43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44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45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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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6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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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49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150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1 guterres 1 古特雷斯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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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154 harm 3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55 harms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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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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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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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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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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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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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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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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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67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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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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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17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72 identifiable 1 [ai'dentifaiəbl] adj.可辨认的；可认明的；可证明是同一的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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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4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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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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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78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79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80 injustices 1 n.不公平( injustice的名词复数 ); 非正义; 待…不公正; 冤枉

181 insurance 3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82 insured 1 [in'ʃuəd] n.被保险人 adj.已投保的 v.确保；给…保险（ins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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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5 isla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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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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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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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89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90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91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192 Kerry 1 ['keri] n.黑色的小乳牛（英国产）

193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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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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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eaders 3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97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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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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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01 liability 2 n.责任；债务；倾向；可能性；不利因素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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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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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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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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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09 loss 1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10 losses 3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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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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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ankin 1 n. 曼金

214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5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16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217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18 meeting 3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19 meetings 2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220 money 6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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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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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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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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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ations 14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25 natu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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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2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28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229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30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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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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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33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234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5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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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38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9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40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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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oil 5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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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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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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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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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4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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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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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akistan 2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253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54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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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56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57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58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59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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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61 persaud 1 佩尔绍德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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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hr 1 ['piː 'etʃ'ɑ rː] n. 照相侦察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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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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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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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267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6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9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70 poor 8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7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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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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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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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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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77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78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79 profits 3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280 progress 2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81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82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83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84 proposes 1 英 [prə'pəʊz] 美 [prə'poʊz] v. 打算；计划；向 ... 提议；求婚；提名

285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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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88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89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90 refugees 1 难民

291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92 reparations 3 [repə'reɪʃnz] n. 赔款

293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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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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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97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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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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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ri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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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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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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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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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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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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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cientifically 1 [saiən'tifikli] adv.系统地；合乎科学地；学问上

307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308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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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9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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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312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313 sharm 1 [地名] 港口（阿拉伯语）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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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5 sheikh 1 [ʃeik] n.族长；阿拉伯酋长（等于sheik）

31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17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318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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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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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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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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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324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32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26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327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328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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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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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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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34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5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36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337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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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39 systems 3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40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341 talks 2 ['tɔː ks] 会谈

342 tax 6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343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344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45 term 4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46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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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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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4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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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52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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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3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54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55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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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Thomas 2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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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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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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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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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64 trapping 2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
365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66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367 unavoidable 1 [,ʌnə'vɔidəbl] adj.不可避免的；不能废除的

368 unequally 1 [ʌn'i:kwəli] adv.不相等地；不均匀地；不公平地

369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370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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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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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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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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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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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78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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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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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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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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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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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war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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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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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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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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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90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391 weath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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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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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94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95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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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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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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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98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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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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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402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
403 windfall 2 ['windfɔ:l] n.意外之财；被风吹落的果子；意外的收获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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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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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07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08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0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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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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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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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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