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2 [As It Is] Calls to Reduce Seal Population in US
Northeas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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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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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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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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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seals 14 n.seal的复数形式

8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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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al 11 [si:l] n.密封；印章；海豹；封条；标志 vt.密封；盖章 vi.猎海豹 n.(Seal)人名；(英)西尔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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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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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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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population 7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5 grey 6 [grei] adj.灰色的；灰白的 vt.使变成灰色；使变老 vi.变成灰色；老化 n.灰色 n.(G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格雷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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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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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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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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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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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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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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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7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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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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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0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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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hark 4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
32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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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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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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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lieve 3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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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pe 3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38 cod 3 [kɔd] n.[鱼]鳕鱼；愚弄；哄骗 vi.欺骗；愚弄 vt.愚弄；欺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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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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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ecosystem 3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41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42 fis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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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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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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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growing 3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4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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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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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Johnston 3 ['dʒɔnstən] n.约翰斯顿（姓氏）

49 Maine 3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50 muto 3 n. 穆托

51 Numbers 3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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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4 sharks 3 英 [ʃɑːk] 美 [ʃɑ rːk] n. 鲨鱼 n. 贪婪的人；放高利贷的人；老手 v. 诈取；诈骗

55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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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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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8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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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aters 3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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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2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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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cceptable 2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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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6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68 beaty 2 ['biː tɪ] n. 贝蒂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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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aught 2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71 challenging 2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72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73 core 2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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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76 debate 2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77 eaten 2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78 England 2 n.英格兰

79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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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ideas 2 观念

82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3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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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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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85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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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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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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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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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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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91 marine 2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名；
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92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93 nets 2 [net] n. 网；网状物 adj. 净余的；纯粹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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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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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nothing 2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97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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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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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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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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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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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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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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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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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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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09 respect 2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110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11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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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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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wimmer 2 ['swimə] n.游泳者

115 toilet 2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
116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17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118 us 2 pron.我们

11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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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2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2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24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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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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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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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
129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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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31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3 angrier 1 ['æŋɡri] adj. 生气的；愤怒的；（伤口等）肿痛的，发炎的；（天空或海洋）天昏地暗的，狂风暴雨的

13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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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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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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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40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41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142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14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4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45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146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47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4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49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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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52 casey 1 ['keisi:] n.凯西（男子名）

153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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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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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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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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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60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161 culling 1 ['kʌliŋ] n.选择；大批物品中剔出劣质货 n.(Culling)人名；(英)卡林

162 curren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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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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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66 debating 1 [dɪ'beɪtɪŋ] 动词debate的现在分词形式

16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68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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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destroying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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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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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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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7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75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76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177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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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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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njoyable 1 adj.快乐的；有乐趣的；令人愉快的

18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83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84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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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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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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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91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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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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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ished 1 [fɪʃ] n. 鱼；鱼肉；笨蛋；新手；新囚犯 v. 钓鱼；捕鱼；摸索；搜寻

195 fisheries 1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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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ishery 1 ['fiʃəri] n.渔业；渔场；水产业

198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99 goers 1 n. 戈斯

200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201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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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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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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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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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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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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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heating 1 ['hi:tiŋ] n.[热]加热；[建]供暖；暖气设备 adj.加热的；供热的 v.[热]加热（hea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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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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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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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214 h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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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21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17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18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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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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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221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22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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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24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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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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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kristina 1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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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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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3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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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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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237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38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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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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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42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43 mistaken 1 [mi'steikən] adj.错误的；弄错的；被误解的 v.弄错（mis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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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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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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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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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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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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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nick 1 [nik] vt.刻痕于；挑毛病；用刻痕记 n.刻痕；缺口 vi.刻痕；狙击

251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252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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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nova 1 ['nəuvə] n.[天]新星 n.(Nova)人名；(意、西、塞、葡)诺娃(女名)，诺瓦；(英)诺瓦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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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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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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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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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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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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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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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63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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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hysic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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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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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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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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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72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7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274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75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76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7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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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0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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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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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284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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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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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288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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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91 Scotia 1 ['skəuʃə] n.凹形边饰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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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94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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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6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297 sightings 1 n.照准，观察，视线(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)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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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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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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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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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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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tephanie 1 ['stefəni] n.斯蒂芬妮（女子名）

303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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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30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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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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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1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312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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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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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318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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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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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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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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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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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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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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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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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hittle 1 ['hwitl] vt.削；削减；切；削弱 vi.削；削木头；弄坏身体 n.屠刀 n.(Whittle)人名；(英)惠特尔

330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331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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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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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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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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