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_ Heatwaves Can Force
Ocean Life to Flee Great Distanc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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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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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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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cean 8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7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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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heatwave 7 ['hi:tweiv] n.热浪；奇热时期

9 displacement 6 n.取代，位移；[船]排水量

10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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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research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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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3 species 6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4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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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noaa 5 ['nəuə] abbr.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（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）

16 sea 5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7 study 5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18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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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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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hanges 4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21 cooler 4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
22 fish 4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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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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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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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thermal 4 adj.热的；热量的；保热的 n.上升的热气流

28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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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ravel 4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0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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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4 creatures 3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35 environment 3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6 f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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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

38 jacox 3 n. 杰科克斯

39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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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2 mobile 3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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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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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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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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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8 us 3 pron.我们

49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0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1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5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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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4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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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cosystem 2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57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58 fisheries 2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
59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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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62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63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64 Michael 2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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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oceans 2 ['əʊʃnz] n. 大洋

67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68 physical 2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69 plan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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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71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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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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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surface 2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75 temperature 2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76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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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79 tropical 2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80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

81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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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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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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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whales 2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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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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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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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8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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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92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9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9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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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97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9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9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02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3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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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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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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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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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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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12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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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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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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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17 coral 1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
118 corals 1 珊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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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21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22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123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24 distances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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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2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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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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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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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34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35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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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ishermen 1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
138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39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4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41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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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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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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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47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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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ːr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49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50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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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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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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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55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6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57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158 hottest 1 ['hɒtɪst] adj. 最热的；热烈的 形容词hot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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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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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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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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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nteracting 1 [ɪntə'ræktɪŋ] n.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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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


名；(德)基林

166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67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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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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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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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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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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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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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177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
178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79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180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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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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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4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85 m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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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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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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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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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0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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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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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rganisms 1 有机体

19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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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97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98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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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1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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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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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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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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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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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09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10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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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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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responding 1 [rɪs'pɒndɪŋ] n. 反应；回答 动词respond的现在分词.

21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6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17 sciences 1 科学

218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19 seabird 1 ['si:,bə:d] n.[鸟]海鸟（如海鸥，等于seafowl）

220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21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22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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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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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27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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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30 ter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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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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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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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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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37 turtles 1 英 ['tɜːtl] 美 ['tɜːr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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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40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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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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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armer 1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245 warm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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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7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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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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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51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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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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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54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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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57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58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