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2 [As It Is] Will Rainstorms Help California's Drought 词词
频表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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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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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California 15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7 wate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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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storms 12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9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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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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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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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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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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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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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drought 6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20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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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reservoirs 6 ['rezəvwɑːz] n. 储集层；储存器；水库

22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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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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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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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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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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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 atmospheric 4 [,ætməs'ferik,-kəl] adj.大气的，大气层的

30 average 4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1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2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3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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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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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rai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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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eries 4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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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snowpack 4 ['snəupæk] n.[水文]积雪场

39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0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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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2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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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4 dr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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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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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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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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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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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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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Nevada 3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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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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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ainfall 3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55 reservoir 3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56 Rivers 3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57 snow 3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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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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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1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62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63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64 be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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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66 bucket 2 ['bʌkit] n.桶，水桶；铲斗；一桶的量 v.倾盆而下；颠簸着行进 n.(Bucket)人名；(德)布克特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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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69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0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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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r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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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4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5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76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7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78 experienced 2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79 exper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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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1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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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f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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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84 fill 2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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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87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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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aynes 2 [heinz] n.海恩斯（姓氏）

8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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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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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92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93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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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6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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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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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00 melts 2 [melt] vi. 融化；熔化；消散 vt. 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消散 n. 熔化物；融化；熔解

101 moisture 2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
102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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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05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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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Sacramento 2 [,sækrə'mentəu] n.萨克拉门托（美国加州首府）

107 sh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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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ierra 2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109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10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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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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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113 supplying 2 [sə'plaɪ] n. 供应；补给；贮备 vt. 供应；提供；补充

114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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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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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valley 2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117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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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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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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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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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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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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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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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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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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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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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27 ala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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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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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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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133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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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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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136 averages 1 ['ævərɪdʒ] n. 平均数；平均水平 adj. 平均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v. 取平均值；达到平均水平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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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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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141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4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14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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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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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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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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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15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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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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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54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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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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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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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15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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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2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63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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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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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6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68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69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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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rier 1 n.干燥机；干燥剂；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

172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73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7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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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77 evaporate 1 [i'væpəreit] vt.使……蒸发；使……脱水；使……消失 vi.蒸发，挥发；消失，失踪

178 evaporates 1 [ɪ'væpəreɪt] v. 蒸发；失去水分；消失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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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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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82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8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84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85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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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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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189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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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
192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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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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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g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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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gavin 1 [gævin] n.加文（男子名）

197 gochi 1 五智(名,日本)

198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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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rains 1 [greins] n.[作物]谷粒（grain的复数）；双齿鱼叉，多齿鱼叉

201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202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03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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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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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06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07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08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09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0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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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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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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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214 hotter 1 [hɔtə] adj.热的；热烈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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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21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18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19 jeannie 1 n.珍妮（女子名）

220 Jones 1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221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22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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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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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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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28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29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30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31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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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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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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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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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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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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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ulti 1 ['mʌlti] pref.多

242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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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newsom 1 n. 纽瑟姆

245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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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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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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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nuts 1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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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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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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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eak 1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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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254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55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56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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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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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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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ump 1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
261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6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63 rainstorms 1 n.暴风雨，大暴雨( rainstorm的名词复数 )

26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6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66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67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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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9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70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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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73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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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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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77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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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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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81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82 shasta 1 ['ʃæstə] n.沙士达山（美国加州北部山脉）；莎士达（全美第二大水坝）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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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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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
287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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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tatewide 1 ['steit'waid] adj.遍及全州的 遍及全州地

289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90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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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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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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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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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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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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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0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301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302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303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304 urge 1 [ə:dʒ] vt.力劝，催促；驱策，推进 n.强烈的欲望，迫切要求；推动力 vi.强烈要求

305 us 1 pron.我们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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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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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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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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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313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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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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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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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ells 1 [welz] n.威尔斯（姓氏）

318 wet 1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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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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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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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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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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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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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