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8 [As It Is] Norway Again Tries to Raise Fish Species at
Risk on Farm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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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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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apted 3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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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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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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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9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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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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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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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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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6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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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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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nold 1 ['ɑ:nəld] n.阿诺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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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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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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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tlantic 3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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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ltic 1 ['bɔ:ltik] adj.波罗的海的 n.波罗的海

26 Barents 1 ['bærənts] n.巴伦支海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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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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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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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3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2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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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5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6 biodiversity 1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37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38 biting 1 ['baitiŋ] adj.刺痛的；辛辣的 v.咬；抓住；刺进；欺骗（bite的ing形式）

3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

40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41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42 breeding 6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43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4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5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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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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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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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0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51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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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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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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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6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57 cod 20 [kɔd] n.[鱼]鳕鱼；愚弄；哄骗 vi.欺骗；愚弄 vt.愚弄；欺骗

58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59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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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mmercial 2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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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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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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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67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68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69 counci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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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untry 4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71 credit 1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
72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3 crude 1 [kru:d] adj.粗糙的；天然的，未加工的；粗鲁的 n.原油；天然的物质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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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76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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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9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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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1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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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4 earlier 3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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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87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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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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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91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92 emil 1 [ei'mi:l] n.埃米尔（男子名）

93 enclosed 1 [in'kləuzd] adj.被附上的；与世隔绝的 v.附上（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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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96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97 escape 2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98 escapes 1 [ɪ'skeɪp] v. 逃跑；逃脱；逃避；被忘掉；泄露；去度假 n. 逃跑；逃脱；逃避；泄露；度假；[计算机]退出键

99 escaping 2 [ɪ'skeɪp] n. 逃跑 动词esca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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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0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0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04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105 exported 1 英 ['ekspɔːt] 美 ['ekspɔːrt] n. 输出；出口；输出品；输出存储器的信息 v. 输出；出口；带走，运走；从存储器输出
信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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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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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ailure 2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109 farm 5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10 farmed 5 英 [fɑːm] 美 [fɑːr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111 farming 3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112 farms 3 英 [fɑːm] 美 [fɑːr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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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15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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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ish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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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isheries 2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
118 fishing 2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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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1 fouche 1 福凯

122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

12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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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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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27 genes 2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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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30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1 gr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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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33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34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35 gwladys 1 n. 格拉迪斯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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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ansen 4 ['hænsən] n.汉森（姓氏）

138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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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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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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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ads 2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43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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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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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47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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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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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celand 1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
151 icy 1 ['aisi] adj.冰冷的；冷淡的；结满冰的

152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153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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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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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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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57 ingebrigtsen 1 英厄布里格森

158 inspections 1 n. 检查；视察；安全检测（inspection的复数）

159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60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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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trogression 2 [,intrəu'greʃən] n.基因渗入；渐渗现象

162 Ireland 1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
16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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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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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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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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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71 learned 3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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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4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75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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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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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78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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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81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82 lowers 1 英 ['ləʊə] 美 ['loʊə] n. 皱眉；不悦 名词lower的复数形式.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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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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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6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87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188 mate 1 [meit] n.助手，大副；配偶；同事；配对物 vt.使配对；使一致；结伴 vi.交配；成配偶；紧密配合 n.(Mate)人名；(日)蛏
(姓)；(西、意、塞)马特；(波黑)马特；(罗、俄)马泰

18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90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91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92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93 mixing 1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194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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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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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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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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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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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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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egotiates 1 英 [nɪ'ɡəʊʃieɪt] 美 [nɪ'ɡoʊʃieɪt] vi. 谈判；协商；交涉 vt. 谈判达成；成功越过；议价出售

203 negotiating 1 [nɪ'ɡəʊʃɪeɪtɪŋ] n. 谈判 动词negotiate的现在分词.

204 nets 2 [net] n. 网；网状物 adj. 净余的；纯粹的

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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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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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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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orway 9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210 Norwegian 4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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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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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15 odd 1 [ɔd] adj.奇数的；古怪的；剩余的；临时的；零散的 n.奇数；怪人；奇特的事物 n.(Odd)人名；(英、西、挪、瑞典)奥德

216 oeyvind 1 厄于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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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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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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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22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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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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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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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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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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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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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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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33 pen 2 [pen] n.钢笔；作家；围栏 vt.写；关入栏中 n.(Pen)人名；(法)庞；(俄、塞、英、意)佩恩；(柬)宾

234 pens 1 [penz] n. 钢笔 名词pen的复数形式.

235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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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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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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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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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ortugal 1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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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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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duce 3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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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7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48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4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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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52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53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54 raising 2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55 rates 3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5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7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58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59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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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relaunch 1 [ˌriː 'lɔː ntʃ] v. 重新开张；重新发动；重新发射 n. 重新开始；重新上市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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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264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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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65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266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6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68 riber 2 里贝尔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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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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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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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74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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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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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almon 6 n.鲑鱼；大马哈鱼；鲑肉色；鲑鱼肉；橙红色，粉橙色 adj.浅澄色的

277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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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279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80 seacoast 1 ['si:,kəust] n.[海洋]海岸，沿岸；海滨

281 seafood 2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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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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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
285 selective 2 [si'lektiv] adj.选择性的 讲究的 有选择地 有选择性地 仔细挑选地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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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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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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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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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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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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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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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96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97 starved 1 [s'tɑːvd] adj. 饥饿的 动词star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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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tocks 2 [stɒks] 股票

300 storms 1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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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03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304 suited 2 ['sju:tid] adj.合适的 v.适合（suit的过去分词）

305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06 sustainable 3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307 targeting 1 ['tɑːɡɪtɪŋ] n.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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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hanks 2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310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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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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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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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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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6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17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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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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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thrive 2 [θraiv] vi.繁荣，兴旺；茁壮成长

320 thriving 1 ['θriaiviŋ] adj.繁荣的；蒸蒸日上的；旺盛的 v.兴旺（thrive的ing形式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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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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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3 tons 4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324 trade 3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325 trading 1 ['treidiŋ] n.交易；贸易；购物 adj.交易的；贸易的 v.交换（trade的ing形式）；做买卖

326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327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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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

329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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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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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us 1 pron.我们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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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3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36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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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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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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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1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342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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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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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45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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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48 wild 8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349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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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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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54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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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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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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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